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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世界各國企業跨國併購活動日趨蓬勃發展。本研究之目的，在

於探討跨國事業結合之經濟影響及其涉及之競爭相關問題。本文發現：在一

開放經濟體系，評估企業結合造成之「限制競爭不利益」與「整體經濟之利

益」，必須注意這些受害者或受益者究竟是本國生產者與消費者，抑或是外

國生產者與消費者。與封閉經濟體系不同的是，在評估企業結合之利弊時，

可能有一些必須特別考量之因素：例如，合併廠商係屬於出口產業或進口競

爭產業、合併對本國廠商出口競爭力之影響、國內與國外之市場結構、合併

後廠商之股權結構等等。 

在有關管制跨國結合法制之問題，本文探討德國、歐盟、美國以及我

國之相關法制，以明瞭各國在法律上處理跨國結合之梗概與趨勢。本文發現

各國經過多年之發展後，目前基本上是以採取修正之效果主義（管轄合理原

則）為主要趨勢：即一方面肯定只要跨國結合對於國內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

效果，即有內國法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強調，對於內國市場必須有直接、實

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始可，且應受國際禮讓、不干預他國內政、不濫用一

國法權、衡量內外國利益等國際法原則之限制，以期能兼顧內國競爭秩序與

他國之政策與利益。除法制規範面外，本文也就我國及歐美有關跨國結合之

案例，從事一番之整理與探討，以印證於抽象之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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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世界貿易日趨自由化，全球貨幣與資本市場亦由於資訊科技之快速

進步與各國政府追求自由化之努力而趨於整合。另一方面，因為國際間新一波區

域經濟整合風潮，世界經濟也有區域化之傾向。因應這些新的經濟情勢，世界各

國企業跨國併購活動日趨蓬勃發展。面對愈來愈多的跨國事業結合案件，如何針

對這些案件之特殊性提出適當之規範，實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一方面在於探討跨國事業結合之經濟影響，另一方面在於探

討跨國事業結合涉及之競爭相關問題，希望透過跨國事業結合在經濟效果與競爭

政策上特殊性之探討，據以提出如何規範此類結合案件之政策建議。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分析各國企業跨國結合概況；第三節探討企業跨國結

合的經濟效果；第四節探討德國、歐盟、美國及我國等跨國事業結合的法制規範；

第五節整理分析相關國家跨國事業結合案例；最後一節提出簡單結論。 

貳、相關國家企業跨國結合概況 

一、企業結合之動機 

    採用併購策略追求企業成長，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就是美國與英國企業流行之

做法。根據知名的經濟學家 J. Stigler (1950) 的觀察:「美國大企業沒有一家未曾

透過合併手段追求成長，而且美國大企業依賴內部擴張方式而大幅成長者可能極

為有限。」1
 可見採用併購手段的外部擴張策略對美國大企業之重要性。早期企

業併購大多係國內企業間之結合，惟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國企業跨國

併購活動日趨蓬勃發展，台灣地區近年來也掀起新一波的併購熱潮。跨國併購已

成為各國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之主要策略。 

    經濟學家將併購活動區分為三種類型：(1) 水平整合型 (horizontal)：指在相

同產品市場相互競爭之廠商間的併購。(2) 垂直整合型 (vertical)：上下游廠商間

之併購。(3) 多角化型  (conglomerate)：此型又可區分為  (a) 產品線延伸型 

(product extension)：併購雙方各自產銷不同的產品給類似客戶群使用。(b) 市場

延伸型 (market extension)：併購雙方生產同類商品，但其銷售地區不同。(c) 其

他多角化型：併購雙方之產品與與市場無任何關聯。這些不同型態之併購，背後

之動機不儘相同。 

                                                 
1
 Stigler (1950),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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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採取併購策略之目的繁多，常被提及者包括：提高市場控制力量、減少

廣告與其他促銷活動之支出、獲得綜效 (synergy)、取得生產上之規模經濟、公

司內部稀有資源之充分利用、取得研發活動上之規模經濟、取得融資上之優惠、

消除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s)、取代無效率之經營者、經理人追求企業之成

長、股價偏離其真正價值、多角化經營以降低風險。2
 

    若為了追求成長，企業可採取許多不同策略。一是採取自行直接籌設新廠的

內部成長策略。此外，企業亦可採取併購或其他外部成長策略，諸如合資經營 

(joint venture)、策略聯盟 (strategic alliance)、少數股合資 (minority equity)、技術

授權 (licensing) 或特許權 (franchising) 等合作策略。相對於內部成長策略，採

用併購策略之優點如下：省掉創設時間，快速達成成長目標;當市場接近飽和時，

若採籌設新廠的內部成長策略，將造成產能過剩，以致競爭激烈，若採併購策略

則無此一問題。若技術或原料取得不易，以致難以採行內部成長策略，採併購策

略即可取得現有技術與管理制度或原料;有時得以低廉價格取得現成廠房設備

（撿便宜貨）；買現成企業的風險可能較小，因其已在市場上存續一段期間，其

表現得以觀察並加評估。3
 

    自 1960 年代以來，國際間資本移動日趨頻繁，惟早期大都以間接投資為

主。1980 年代中期以後，直接外人投資日益重要，而跨國併購則逐漸成為主要

的國際直接投資方式。1990 年代中期出現新一波的國際投資熱潮。OECD 國家

依然是直接外人投資主要來源國，惟新興工業國家自 1980 年代起已逐漸成為重

要對外投資國。4
 就其長期趨勢而言，國際投資活動呈現持續上升走勢。歷年 

OECD 國家有關直接外人投資流出與流入情況詳見圖 1。 

    企業採取跨國併購策略之目的，與在國內進行併購相當類似，不過也有一些

特殊的考量，其中常被提及者包括： 

1、突破國內市場規模太小或成長遲緩限制，擴充海外市場，追求持續成長。 

2、善用本身技術優勢或品牌優勢，或掌握海外先進技術。 

3、將生產據點移轉至海外，以規避進口國貿易保護主義（如關稅、配額或其他

非關稅障礙）、或降低運輸成本、或享受地主國提供之投資優惠。 

4、利用國外廉價勞動或土地。 

圖 1  OECD 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流入與流出趨勢：1981-1997 

                                                 
2
 參見 Donald A. Hay and Derek J. Morris,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nd

 ed., ch. 14. 
3
 參見王泰允，《企業購併實用》，頁 69-77. 



 3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OECD (1999), ”Recent 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3, Chart 1. 

 

5、當本國貨幣升值以致不利於在國內生產再出口時，不得不將生產據點移轉至

國外，而且本國貨幣升值後國外資產相對便宜，採用併購手段有可能比自行

投資設廠更划算。 

6、投資在政治或經濟穩定地區，或是追求多角化，以分散風險。 

7、跟隨客戶赴海外設置據點以就近提供服務，例如製造業上下游廠商或是銀行

業及其客戶經常相階前往國外設點。 

8、資源匱乏國家廠商為了取得可靠原料，往往前往海外投資以穩定貨源。 

二、相關國家企業跨國結合近況 

    國際間資本移動，可以依其性質區分成直接外人投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間接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 以及銀行借貸與貿易融資 (bank and 

trade-related lending)。自 1960 年代以來，國際間資本移動日趨頻繁，但早期大

都以間接投資為主。1970 年代末期，第二次石油危機引發第一波國際投資熱潮，

當時許多國際投資流往石油生產國家。惟當時國際直接投資流量並不大。1986 年

至 1990 年間出現第二波國際直接投資熱潮，許多國家受到不斷抬頭的貿易保護

                                                                                                                                            
4
 參見 OEC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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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影響，紛紛擴大其對外之投資。日本為此一期間最大之國際直接投資國

家。此階段之投資多是已開發國家間雙向投資，且主要以併購方式進行。 

    1990 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第三波的國際投資熱潮。美國與中國大陸是全球最

大的兩個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國。美國與英國則為此一時期最大的兩個國際直接

投資的流出國。表 1 顯示從 1990 年至 1996 年間主要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的

累計金額。資金流出金額最多國家為美國，1990 年至 1996 年間資金外流高達 

4,234 餘億美元。其他主要資金外流國家依序為英國（1,864 億美元）、法國（1,820

億美元）、日本（1,737 億美元）、德國（1,661 億美元）、荷蘭（1,111 億美元）、

香港（1,047 億美元）、瑞士（665 億美元）、比利時-盧森堡（491 億美元）、加拿

大（488 億美元）、瑞典（459 億美元）、義大利（454 億美元）等。我國亦高居

世界第 15 大對外投資國，該期間資金外流將近 200 億美元。 

    此外，由表 1 也可看出直接外人投資流入金額最多國家亦為美國，1990 年

至 1996 年間資金流入高達 3,363 餘億美元。其他主要資金流入國家依序為中

國大陸（1,563 億美元）、英國（1,399 億美元）、法國（1,264 億美元）、比利時-

盧森堡（715 億美元）、西班牙（625 億美元）、荷蘭（621 億美元）、墨西哥（464

億美元）、加拿大（456 億美元）、新加坡（434 億美元）、澳洲（429 億美元）、

瑞典 (379 億美元）、馬來西亞（303 億美元）、義大利（266 億美元）等。由前述

主要資金流入與流出國家可知，國際直接投資大多是 OECD 國家間的雙向投

資。 

    國際間對外直接投資透過跨國併購方式進行的情況日益普遍。表 2 顯示，

根據 KPMG 公司估計，1997 年跨國併購總件數高達 5,726 件，金額約 3,410 

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跨國併購似已變成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策略。

例如，平均而言，1988 年至 1994 年間以併購既存企業方式進入美國之直接外

人投資佔了 81.4%，而設立新公司者則僅有 18.6%。5
 1996 年以併購方式進入

美國之直接外人投資的比重大幅上升為 90%。6
 1997 年的跨國併購活動主要集

中在 OECD 國家，美國與英國等對外投資大國同時也是最積極從事跨國併購之

國家（參見表 2 與 3）。英國廠商依然備受外國投資者青睞，英國廠商被外商併

購金額佔了西歐跨國併購金額幾乎一半。7
 

                                                 
5
 參見陳秋華 (1998)，頁 5，附表一。 

6
 參見 OECD (1999), p. 6。 

7
 參見 OECD (1999),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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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金額累計：1990-1996 

   單位：百萬美元 

資金流出國 金額累計 資金流入國 金額累計 

美國 423,437 美國 336,343 

英國 186,429 中國大陸 156,342 

法國 182,049 英國 139,917 

日本 173,671 法國 126,390 

德國 166,071 比利時-盧森堡 71,483 

荷蘭 111,100 西班牙 62,528 

香港 104,717 荷蘭 62,065 

瑞士 66,522 墨西哥 46,372 

比利時-盧森堡 49,061 加拿大 45,601 

加拿大 48,821 新加坡 43,362 

瑞典 45,947 澳洲 42,866 

義大利 45,423 瑞典 37,881 

西班牙 23,067 馬來西亞 30,293 

澳洲 19,890 義大利 26,615 

台灣 19,651 阿根廷 23,793 

新加坡 18,206 巴西 23,276 

丹麥 16,867 德國 21,663 

中國大陸 16,343 印尼 20,773 

芬蘭 15,942 丹麥 15,810 

韓國 15,726 紐西蘭 15,761 

挪威 14,747 瑞士 15,674 

奧地利 9,938 泰國 14,148 

馬來西亞 9,058 匈牙利 12,860 

巴西 5,699 波蘭 12,805 

紐西蘭 5,276 香港 11,639 

資料來源： OECD (1999), "Recent 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ables 2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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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國併購金額與件數之地區分佈：1997 

單位：10 億美元 

 

地  區 

 售        出 購        入 

件數 金額 比率 件數 金額 比率 

全球合計 5,726 341 100% 5,726 341 100% 

西歐 2,350 118 35% 2,620 168 49% 

北美  1,305 86 25% 2,111 107 31% 

亞洲 830 34 11% 821 46 13% 

  日澳紐 77 2 1% 390 18 5% 

  東南亞國協 264 13 4% 174 10 3% 

  其他  489 19 6% 257 18 5% 

南美 330 32 9% 38 4 1% 

中歐、東歐 154 5 1% 6 3 0% 

資料來源：KPMG Corporate Finance 1997; 轉引自OECD(1999), "Recent 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able 4. 

說明：1 北美地區包括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 

      2 其他亞洲地區包括台灣、香港、南韓與中國大陸。 

 

 

   

表 3 主要跨國併購國家併購金額與件數：1997 

單位：10 億美元 

購入國 件數 金額 出售國 件數 金額 

美國 1,655 81.8 美國 937 65.1 

英國 642 32.4 英國 551 55.4 

加拿大 444 24.4 法國 387 13.9 

法國 388 21.1 中國 379 9.1 

德國 324 16.0 德國 333 19.3 

荷蘭 316 20.7 加拿大 298 11.0 

日本 313 11.7 義大利 179 8.8 

瑞士 170 38.7 西班牙 142 6.2 

瑞典 133 6.2 澳洲 139 12.7 

香港 127 5.5 巴西 131 12.6 

西班牙 85 13.0 荷蘭 131 8.0 

澳洲 80 9.9 香港 71 5.9 

韓國 77 6.7 墨西哥 70 6.7 

新加坡 71 4.8 比利時 58 6.2 

中國 28 4.6 委內瑞拉 21 6.4 

資料來源：KPMG Corporate Finance 1997; 轉引自OECD (1999), "Recent Trend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able 5. 

 



 7 

    表 4 資料顯示美國企業歷年跨國併購情況。自 1988 年以來美國企業併購

外國企業件數逐年增加，佔美國企業總併購件數由 1988 年之 8.1%逐年上升，近

年約佔美國企業總併購件數的 15%，1999 年進一步提高為 16.7%。外國企業併

購美國企業之件數，在 1988-90 年間佔美國企業併購總件數高達 18%左右，惟

自 1991 年起大幅下降，並自 1993 年之谷底開始往上攀升，近年約佔美國企業

總併購件數的 9%，1999 年則增為 11.9%。1990 年代，兩者約佔全部併購件數

的 25%。 

    表 5 資料顯示自 1988 年以來美國企業併購外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併購美國

企業之金額。1990 年代兩者佔美國企業全部併購金額的比率也約為 25%。8
    

表 6 資料顯示，1990 年代最熱衷於併購美國企業的國家為英國，其次為加拿

大，再其次為日本、德國與法國。英國與加拿大兩國併購美國企業之件數，約佔

全部外商併購美國企業總件數的一半以上。1990 年代美國企業最喜歡併購的外

國企業為英國與加拿大廠商，其次為德國與法國。美國企業併購此四國廠商之比

率超出五成以上。 

 

表 4 美國企業跨國併購件數：1988-1999 

年度 美商併購外商 外商併購美商 

 件數 佔總件數比例(%) 件數 佔總件數比例(%) 

1988 245 8.1 543 17.9 

1989 382 10.0 711 18.6 

1990 423 9.8 810 18.7 

1991 474 13.1 532 14.7 

1992 552 14.6 394 10.4 

1993 636 15.2 385 9.2 

1994 765 15.1 476 9.4 

1995 994 15.5 597 9.3 

1996 1,127 15.4 652 8.9 

1997 1,336 15.7 777 9.1 

1998 1,586 15.7 922 9.1 

1999 1,452 16.7 1,034 11.9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39. 

 

                                                 
8
 有關美國在 1980 年代的跨國結合情況，請參見陳坤銘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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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美國企業跨國併購金額：1988-1999 

單位：10 億美元 

年度 美商併購外商 外商併購美商 

 金額 佔總金額比例(%) 金額 佔總金額比例(%) 

1988 11.5 3.8 69.7 23.1 

1989 27.7 8.6 74.3 22.9 

1990 21.4 10.4 56.9 27.6 

1991 15.5 11.0 30.8 21.9 

1992 15.2 12.2 15.3 12.2 

1993 18.9 10.6 21.7 12.2 

1994 23.5 8.5 46.0 16.6 

1995 46.8 12.0 54.3 14.0 

1996 61.0 10.8 69.5 12.4 

1997 85.2 10.9 85.8 11.0 

1998 116.9 8.7 220.7 16.4 

1999 149.8 10.7 246.6 17.7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39. 

 

 

表 6 美國企業跨國併購之主要國家：1990-1999 

單位：10 億美元 

美商併購對象 件數 金額 併購美商國家 件數 金額 

英國 1,957 173.9 英國 1,445 285.1 

加拿大 1,283 71.9 加拿大 1,259 87.4 

德國 991 20.0 日本 485 39.9 

法國       656 32.6 德國 420 101.8 

澳洲 474 40.8 法國 412 82.1 

巴西 254 16.1 荷蘭 318 64.4 

墨西哥 250 14.3 瑞士 214 39.4 

阿根廷 227 15.2 瑞典 153 20.2 

瑞典 153 18.8 澳洲 150 23.2 

日本 121 15.6 愛爾蘭 96 6.0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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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資料顯示，1990 年代美商最喜歡併購的外國企業，併購件數最多前十

大產業包括商業服務、耐久財批發、機械、電腦軟體、食品、電子與電力設備、

金屬及其製品、化學、測量、醫療及攝影器材、石油及天然氣等。1990 年代外

商最喜歡併購的美國企業，併購件數最多前十大產業包括商業服務，耐久財批

發、機械、電子與電力設備、測量、醫療及攝影器材、化學、金屬及其製品、印

刷及出版、不動產、電腦軟體等。由此可見，1990 年代美國企業跨國併購活動，

主要集中在貿易相關產業以及機械、電子與電力設備、化學、金屬與電腦軟體等

產業。 

    表 8 資料顯示歐洲地區企業跨國併購活動情況。就總件數而言，1994 年開

始逐漸增加，近年來總併購金額成長更是快速，可見併購案件日趨大型化。1997  

年歐洲地區企業跨國總併購件數躍增為 1,957 件，金額高達 3,000 億美元，雙

雙創下歷史新高。 

    表 9 顯示 1998 年歐洲地區的企業併購活動的主要國家。購入總件數最多

的國家為美國，高達 520 件；其次為英國共 291 件。再其次為法國與德國，分

別為 119 件與 115 件。售出總件數最多的國家為依序為英國、法國與德國，總

件數分別為 445 件、229 件與 219 件。 

 

表 7 美國企業跨國併購之主要產業 (以件數區分) ：1990-1999 

單位：10 億美元 

美商購入產業 件數 金額 美商售出產業 件數 金額 

商業服務 1,303 36.2 商業服務 587 34.9 

耐久財批發 464 7.3 耐久財批發 311 15.4 

機械 452 1.5 機械 290 29.2 

電腦軟體 406 8.5 電子與電力設備 288 16.7 

食品 367 30.3 測量、醫療及攝影器材 266 14.3 

電子與電力設備 366 12.2 化學 264 31.5 

金屬及其製品 362 16.0 金屬及其製品 259 10.5 

化學 261 16.6 印刷及出版 253 31.0 

測量、醫療及攝影器材 321 10.3 不動產 247 15.7 

石油及天然氣 307 30.0 電腦軟體 228 9.3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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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歐洲企業跨國併購趨勢：1990-1999 

單位：10 億美元 

年度 件數 金額 

1990 701 48.8 

1991 1,093 24.1 

1992 1,016 35.8 

1993 863 28.9 

1994 1,089 39.0 

1995 1,259 53.4 

1996 1,194 49.5 

1997 1,262 84.2 

1998 1,441 136.8 

1999 1,957 300.0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41. 

 

表 9 歐洲企業跨國併購之主要國家：1998 

單位：10 億美元 

併購國家 件數 金額 被併購國家 件數 金額 

美國 520 31.7 英國 445 48.5 

英國 291 41.9 法國 229 16.8 

法國 119 12.6 德國 219 12 

德國 115 10.7 義大利 90 5.3 

荷蘭 93 6.2 荷蘭 84 18.6 

瑞士 54 6.2 西班牙 69 4.3 

瑞典 49 2.3 瑞士 59 3.2 

比利時 42 2 瑞典 57 3.2 

加拿大 40 1.7 比利時 41 5.4 

丹麥 33 1.3 波蘭 37 0.7 

芬蘭 32 0.9 愛爾蘭 34 2.2 

義大利 31 3.7 芬蘭 34 0.9 

冰島 31 1.4 丹麥 31 0.6 

奧地利 25 0.3 匈牙利 26 0.6 

挪威 19 0.6 奧地利 26 0.9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1998. 

 



 11 

    表 10 與表 11 顯示歐洲地區跨國併購活動之產業分佈。1999 年併購總件

數較多的產業，有商業服務、金屬及其製品、食品、海陸運輸、機械、耐久財批

發、機械、電腦軟體、印刷及出版、非耐久財批發、商業銀行、電子及電力設備、

不動產、化學、陶土玻璃製品、投資及期貨公司等業。併購總金額較多的產業則

有電信、藥品、化學、商業銀行、石油及天然氣、公用事業、電子及電力設備、

煙草製品、保險、投資及期貨公司、金屬及其製品、商業服務、海空運輸、陶土

玻璃製品、不動產等業。由此可見，1999 年歐洲企業跨國併購活動，主要集中

在貿易相關產業以及機械、電子與電力設備、化學、金屬、食品等製造業、銀行、

保險與投資及期貨公司等金融業與電腦軟體等產業；與美國之情況頗為類似。 

    隨著國際經貿自由化潮流，企業國際化經營趨勢，台灣企業亦積極尋求適當

合作伙伴，於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爭取有利的契機。依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統計台灣地區事業結合案件，自民國 81 年 2 月至民國 89 年 8 月共計 

4,283 件，其中跨國結合共有 49 件，相關統計請參見表 12。9
 依跨國結合的發

生的時間順序為：民國 81 年有 1  件、民國 82 年有 9 件、民國 83 年有 11 

件、民國 84 年有 3 件、民國 85 年有 6 件、民國 86 年有 6 件、民國 87 年

有 7 件、民國 88 年有 3 件、民國 89 年 1 月至 8 月有 3 件。跨國結合以

資訊業、製造業及金融業為主。台灣地區跨國結合型態，水平結合有 22 件，垂

直結合有 7 件，而多角化結合則有 20 件，可見台灣地區跨國結合型態多為水

平結合或多角化結合。相關統計請參見表 13 與本文附錄。 

    跨國結合案件中以交易主體及交易形式分類如下：(1) 國內企業併購外國企

業或受讓其在台股權者有 8 件。(2) 外國企業併購國內企業或與國內企業結合

者有 18 件。(3) 外國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改變在台分支機構的股權結構者

有 10 件。(4) 外國企業間受讓其在台分支機構或股權者有 3 件。(5-1) 外國企

業集團境外結合，改變在台分支機構與母公司之隸屬關係者有 8 件；(5-2) 外國

企業於境外結合，其於我國境內商業活動達申請門檻者有 1 件。(6) 國際合資

企業，台方股東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者有 1 件。跨國結合案件中，以外國企

業併購國內企業或與國內企業結合最多，其次為外國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改

變在台分支機構的股權結構；國內企業併購外國企業或受讓其在台股權；外國企

業集團境外結合，改變在台分支機構與母公司之隸屬關係。 

                                                 
9
 我國對於事業跨國結合之定義，詳見第 4 節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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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歐洲跨國併購主要產業：以 1999 年件數區分 

產     業 件   數 佔總件數比率(%) 金額(10億美元) 

商業服務 280 14.3 5.8 

金屬及其製品 106 5.4 8.0 

食品 96 4.9 3.6 

陸海運輸 90 4.6 2.9 

耐久財批發 90 4.6 0.4 

機械 83 4.2 2.2 

電腦軟體 68 3.5 1.3 

印刷及出版 62 3.2 1.0 

非耐久財批發 55 2.8 2.7 

商業銀行 55 2.8 20.8 

電子及電力設備 52 2.7 11.2 

不動產 50 2.6 4.9 

化學 47 2.4 32.1 

陶土玻璃製品 47 2.4 5.2 

投資及期貨公司 47 2.4 8.9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42. 

 

 

表 11 歐洲跨國併購主要產業：以 1999 年成交金額區分 

產     業 金額(10億美元) 佔總金額比率(%) 件   數 

電信 63.6 21.2 41 

藥品 33.2 11.1 38 

化學 32.0 10.7 47 

商業銀行 20.8 6.9 55 

石油及天然氣 16.5 5.5 16 

公用事業 15.7 5.2 37 

電子及電力設備 11.2 3.7 52 

煙草製品 11.1 3.7 4 

保險 10.5 3.5 45 

投資&期貨公司 8.9 3.0 47 

金屬及其製品 8.0 2.7 106 

商業服務 5.8 1.9 280 

海空運輸 5.7 1.9 15 

陶土玻璃製品 5.2 1.7 47 

不動產 4.9 1.6 50 

資料來源：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hiladelphia: Information for Industry, Vol. 35, 

no. 2, February 2000,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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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台灣地區事業結合許可案件統計 (8102-8908) 

 年   度  許可件數  §6 I  No.1  §6 I  No.2  §6 I  No.3  §6 I  No.4  §6 I  No.5  跨國結合  

8 1  6  3  1  2    1 

8 2  107 3  9  1   94  9 

8 3  259 5  10 4   240 11 

8 4  426 4  12 2  1  408 3 

8 5  339 3  14 3  6  314 6 

8 6  535 5  11 10 5  506 6 

8 7  843 3  23 16 15 791 7 

8 8  1 ,032 6  14 14  998 3 

89(1-8 月) 282 7   4  35  236 3 

合   計  4 ,283 44 103 97 29 3 ,915  49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許可案件統計，http://www.ftc.gov.tw/stat1d.htm 

 說明：部份結合案件適用一種以上型態，因此各結合型態件數加總超過許可總數。 

 

 

 
表 13. 跨國結合許可案件依產業及型態分類統計 (8102-8908) 

 水平結合  垂直結合  多角化結合  TOTAL 

資訊業  
資訊製造  1  0  10 11 

資訊服務  0  0  2  2  

金  融  業  8  0  2  10 

製  造  業  6  3  3  12 

貿易百貨  3  2  4  9  

食品餐飲  1  2  2  5  

航太國防  1  0  2  3  

海運服務  1  0  0  1  

娛  樂  業  1  0  0  1  

營  建  業  0  0  1  1  

TOTAL 22 7 20 49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結合許可案件統計，http://www.ftc.gov.tw/stat1d.htm 

 說明：部份結合案件適用一種以上的產業或型態，因此各結合型態件數加總超過許可總數。 

http://www.ftc.gov.tw/stat1d.htm
http://www.ftc.gov.tw/stat1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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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企業跨國結合之經濟分析 

一、 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水平結合，指在相同產品市場相互競爭之廠商間的併購。水平結合造成同一

市場競爭廠商家數減少，有可能導致競爭程度下降，價格上升，產生所謂「限制

競爭之不利益」。惟水平結合可能產生綜效 (synergies)，以致降低生產成本，而

帶來「整體經濟之利益」。因此，我國公平交易法第 12 條規定，關於企業結合，

公平會應就「整體經濟之利益」與「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加以權衡。 

     有關企業水平結合福利效果之經濟分析，自 Williamson (1968) 以降，主要

分析重點，大都是在於分析企業結合後因市場力增加造成「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 以及因為生產成本節省帶來效率上升間之抵換關係 

(trade-off)。Salant et al. (1983)、Perry and Porter (1985)、Farrrel and Shapiro (1990) 

等則進一步探討寡佔市場結構下參與結合廠商與未參與結合廠商間之互動關

係。惟前述文獻都假設本國係一封閉經濟 (closed economy)，未曾考慮進出口貿

易之可能影響。 

    開放經濟 (open economy) 裡企業水平結合福利效果之經濟分析仍然極為少

見。在一個開放經濟體系裡本國企業不僅須面對國內廠商之競爭，而且不論在本

國市場或國外市場也須面對其他國家廠商之競爭。在此種情況下，企業水平結合

之福利效果可能與封閉經濟裡之水平結合大異其趣。Ordover and Willig  (1986) 

最早探討此議題。他們應用 Brander and Krugman (1983) 的相互傾銷模型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分析開放經濟體系裡企業水平結合之福利效果，

Kabiraf and Chaudhuri (1999) 則做了一些進一步的探討。10
 以下首先討論封閉經

濟體系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接著參照 Kabiraf and Chaudhuri (1999) 之理論架

構，分成幾種情況說明開放經濟下企業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一) 封閉經濟體系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企業水平結合往往造成廠商市場力之增加與生產成本之下降。若市場力增加

與生產成本節省幅度均不小，則競爭法執行機關如何決定准許與否？早期美國案

                                                 
10

 Ordover and Willig (1986) 沿用 Brander and Krugman (1983) 的理論架構，將國內市場與國際

市場視為在貿易後仍可以區隔開來 (segregaed)，Kabiraf and Chaudhuri (1999) 所用的理論架

構，則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視為在貿易後可以完全整合成一個市場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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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如 Brown Shoe）顯示，美國法院不但不採納以效率做為企業合併之正當

理由，甚至認為合併廠商效率之提升將對產業中的小廠造成競爭上之不利影響。
11

 後來雖有逐漸將效率對社會福利之正面影響納入考量之趨勢，惟執法機關對

如何在市場力與效率間取得平衡莫衷一是，Williamson (1968) 乃提出一個簡單的

市場模型，說明如何分析企業結合對資源配置效率之影響。Williamson 這篇文

章對後來的思潮造成相當大影響。 

    Williamson 提出一個十分簡單的「抵換模式」 (the naïve tradeoff model)，說

明考慮效率之重要性。他證明，只要生產成本小幅度下降就能抵消價格相當大幅

度上升之不利影響，因此他主張法院在判斷是否准許企業進行合併時應重視效率

面之考量。茲以圖 2 說明其論點: 

    圖中 D 為市場需求線， 1AC  與 2AC  分別代表企業結合前與結合後的平均

成本。假設企業結合前市場是處於完全競爭狀態，因此 1P = 1AC ，產量為 1Q 。

結合後因廠商市場力增加，廠商有能力減少產量並抬高價格，使產量變為 2Q ，

而價格上升為 2P 。社會福利之變化包括兩部份:消費者剩餘 (consumer surplus) 

減少了 [ 2 1 20P P Q  + 2 1 2 1
1

2
P P Q Q ]；生產者剩餘 (producer surplus) 則增加了 

(
2 0 20P P Q )。因此，社會福利之淨變動 ( W ) 等於 

W  = (
1 0 20PP Q  - 2 1 2 1

1
2

P P Q Q )                            (1) 

式中右邊前者代表生產成本下降帶來效率提升之好處，後者則代表新廠商市場力

量增加造成之無謂損失。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企業結合造成之社會福利淨變動為

正；反之，若後者大於前者，則企業結合造成之社會福利淨變動為負。 

    Williamson 舉例說明考量企業合併之效率的重要性。由 (1) 式可以推導出:

企業合併後資源配置效率是否上升（或下降），端視 

2
1

0( 0)
2

AC P

AC P


   
       

                               (2) 

式中   為市場需求之價格彈性。由此可知，令市場需求價格彈性為 2，則只要

生產成本下降 4% 就足以抵消物價上升 20% 所造成之不利影響；若市場需求

價格彈性為 1，則只要生產成本下降 2% 就足以抵消物價上升 20% 所造成之

不利影響；而若市場需求價格彈性為 1/2，則只要生產成本下降 1% 就足以抵

消物價上升 20% 所造成之不利影響。可見，一件企業合併案，若其所帶來之經

濟效率的提升不至於微乎其微，則要使該合併案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之下降，必須

                                                 
11

 Williamson (1968), 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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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廠商之市場力量有相當大幅度之增加。12
 換言之，由資源配置效率之觀點而

言，大部分的水平合併對整體經濟福利都具有正面的影饗。 

    由於前述模型相當簡化，Williamson 對此模型也提出了幾點保留。例如，

此為一部份均衡 (partial equilibrium) 模型，未考慮與其他部門之互動關係。若

有許多部門處於不完全競爭狀態，則此部門價格之上升不必然造成資源配置效率

之下降。此外，模型中未考慮對所得分配、技術進步、政治目標等之影響，也未

考慮若其他未參與合併廠商跟著提高產品價格之不利影響。13
 

 

 

        圖 2  Williamson 的抵換模型 

        價  

              格 

                                            D                       

                                                                 數量 

 

                                                 
12

  Ibid., pp. 22-23. 
13

 詳見 Williamson (1968), pp. 23-32. 

2p

1p

2AC

1AC

1Q2Q0

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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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ner (1975) 認為，Williamson 的抵換模型低估了獨占所造成之社會成

本。如果企業結合能提高市場力量，以致增加利潤，廠商必定鑽營謀利 

(rent-seeking)。鑽營謀利的過程中必須投入社會資源，因此真正的社會成本應是

無謂損失加上尋求獨占過程所投入的資源。Williamson 的模型忽略了後面這部

份。14
 

    再者，Williamson 的模型未考慮合併後新廠商與其他未參與合併廠商之互

動關係。Salant et al. (1983)、Perry and Porter (1985)、Farrrel and Shapiro (1990) 等

進一步探討寡佔市場結構下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其中以 Farrell and Shapiro  

(1990) 之討論最為周詳。底下簡單介紹 Farrrel and Shapiro (1990) 一文之要義。 

    考慮一個  n 家廠商之寡佔市場，假設其逆需求函數  (inverse demand 

function) 為 )(Xfp   式中 X 為該產業總產出，p 為價格。令第 i 家廠商之

成本函數為 )( ii xC ，其中 
ix  為第 i 家廠商之產量。假定廠商從事 Cournot 競

爭。Cournot 競爭模型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生產效率越高之廠商均衡時之市場佔

有率越大。此特色在後面討論合併之福利效果時有相當重要之意涵。 

    Farrel and Shapiro (1990) 證明，企業結合之後價格是否下降或上升，端視合

併後之新廠商的成本加成之幅度 (price-cost margin) 是否小於或大於參與合併

廠商在合併前之成本加成幅度之和（假設合併後新廠商產量等於參與合併廠商合

併前產量之和）。15
 舉例言之，假設二家廠商合併，如果  

1

2

'

1

' CpCpCp M                                     (3) 

或 

'

1

''

2 CpCC M  ，                                        (4) 

式中 '

MC  為新廠商之邊際成本， '

2

'

1 CC 與  分別為參與合併廠商原來之邊際成

本，則合併後市場價格將會上升。由此式可以看出，如果企業合併沒有帶來任何

成本節省，例如，令 ''

2

'

1 MCCC  ，則很顯然地，企業結合後之價格必定上升。
16上式可以改寫成  

)1( 21'



ss
pCM


                                         (5) 

式中 
)(

)(
/

' XXf

Xf
Xxs ii ＝－， 。 

                                                 
14

 參見 Posner (1975), pp. 821-822. 

15
 參見 Farrell and Shapiro (1990), p. 112, Proposition 1. 

16
  Ibid., Proposi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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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rel and Shapiro 證明，若邊際成本固定， 2.021  ss ， 1 ，則企業結

合之後，至少有一廠商之成本必須下降 25%，才有可能使得價格下降。17
 此外，

由 (5) 式也可以看出，若參與結合之企業的產量愈大，或是需求彈性愈小，則

企業結合必須能產生更大的成本節省才有可能使結合後之市場價格下降。 

    前面證明，在一寡佔市場，除非企業結合帶來相當大幅度成本節省，否則必

定造成價格上升，對消費者帶來不利影響。惟若競爭法執法機關考慮整體經濟利

益，則除了消費者利益，另外必須考量生產者利潤之變化。廠商產量變化對整體

社會福利 (dW) 之影響可以表為: 

 



n

i

iii dxxCXfdW
1

' )()( .                                 (6) 

式中中括弧 [˙] 內為市場價格（代表邊際社會效益）與第 i  廠商邊際成本之

差，此反映第 i 廠商生產之淨社會邊際效益。 

     利用 Cournot 均衡之一階必要條件 

 ' '( ) ( ) 0, 1,..., .i i if X x f X C x i n                         (7) 

可將 dW 改寫成 

'

1

( )
n

i i

i

dW f X x dx


                                          (8) 

(8) 式可以進一步改寫成 

' 2 1
( ) ( )

2

dX dH
dW f X X H

X H
  

                              (9) 

式中  H  為  Herfindahl-Hirchman 指數18
 。由於  0)(' Xf ，因此  dW  與

1
( )

2

dX dH

X H
  同向變動。19

 由 (9) 式可知：20
 

(1) 若產業內某大廠增加產量，有可能造成 H X W， 與  同時上升。 

                                                 
17

 參見 Farrell and Shapiro (1990), p. 113. 

18
  Herfindahl-Hirchman 指數 ( H ) 定義為：

2

1

n i

i

x
H

X

 
  

 
 . 

19
  推導過程，參見 Farrell and Shapiro (1990), p. 123. 

20
  參見 Chakravarty (1995), p.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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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縱使 0dX ， 0dH  ，但仍可能 0dW 。亦即，縱使總產量下降，

市場集中度上升，整體社會福利仍可能上升。 

(3) 若每家廠商產量相同，則 
1

H
n

 。此時 n 變動時，H  與 W  就呈反

向變動關係。 

前述結論有相當重要的政策涵意。過去國內外有關結合管制政策均相當注重合併

前後市場集中度之變化。若參與合併廠商之市場占有率太高，或是合併後新廠商

之市場占有率增加太多，往往被視為是不應准許其進行合併之證據。惟由前述討

論可知，只有在第三種情況，亦即廠商效率完全相同時，此推論才站得住腳。從

經濟效率觀點而言，此推論忽略了廠商間效率並不完全相同的事實。效率高的廠

商往往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 (Demsetz (1973)) 。企業結合之後，生產結構可能重

新調整，效率較低之廠商產量可能減少，而效率較高（市場占有率較大）廠商產

量可能增加，最後可能導致市場集中度與社會福利同時上升。21
 

(二) 開放經濟體系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1、出口產業廠商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假設有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本國有 n  家廠商，外國有 *n  家廠商，

均生產同質產品。每家廠商生產技術相同，其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固定為 c。在

此先假設本國不消費此產品。本國廠商將所生產之產品銷往外國。外國市場對該

產品之需求為 P(Q)，其中 P 為商品價格，Q 為市場需求量,且 0",0'  PP 。假

定 )0(Pc  。令 *)( nn   代表企業結合前每家廠商之利潤。 

(1) 國內企業間之結合 (inside-border merger) 

    假定企業結合將產生成本節省之效果，以致該新廠商之邊際成本變成 c ,

其中 10   。   之值的大小表現企業結合後效率提升之程度，   愈小表示

該新廠商愈有效率。若本國兩家廠商合併，則市場上剩下 ( n -1) 家本國廠商與 

n* 家外國廠商進行競爭。令  ),1*(
^

  nn  代表該家新廠商之利潤，而 

),1*(
~

  nn  代表每家未參與合併廠商之利潤。若廠商以產量做為策略變數，

進行 Cournot 競爭。我們可以推知： 

)1,1*(
^

 nn = )1,1*(
~

 nn   (10) 

                                                 
21

 惟市場集中度上升可能有導致廠商易於形成勾結局面。這方面之相關文獻介紹，請參見梁國

源與陳尚賢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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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nn <2 *)( nn    (11) 

)1,1*(
~

 nn > *)( nn     (12) 

0
)1,1*(

^








 nn
                                     (13) 

~

( * 1,1)
0

n n



  



                          (14) 

(10) 與 (11) 式分別表示，若企業結合後生產效率沒有任何改變，則該家新廠商

之利潤與每家未參與合併廠商之利潤相同，以致造成參與合併廠商之利潤下降；

(12) 式則表示未參與合併廠商之利潤較合併前上升。此外，(13) 與 (14) 式分別

表示，若合併後該新廠商愈有效率，該家新廠商之利潤愈高，而未參與合併廠商

之利潤則愈低。22
 

    由於假設本國不消費此產品，國內社會福利只決定於國內廠商利潤之變動，

國外社會福利則須多考慮其消費者福利水準之變化。因此，國內企業間之結合對

國內社會福利之影響 ( dW ) 與對國外社會福利之影響 ( *dW ) 可以表為： 

dW  







  *)(),1*( 2)-(n 

~

nnnn   

      







 *)(2),1*(

^

nnnn                           (15) 

*dW   *)(),1*( *

0

*

1 nnSnnS   + 

       







 *)(),1*(

^

nnnnn                          (16) 

式中 *)(*

0 nnS   與 ),1*(*

1  nnS  分別代表本國企業結合前與結合後外國消

費者福利水準。 

    由 (15)式可知，若 n=2，亦即國內沒有未參與結合之廠商，且企業結合對

參與合併廠商有利可圖，則國內企業間之結合對國內社會福利有提升之作用。此

外，企業結合後效率提高之程度愈大，合併廠商國際競爭力愈強，則利潤愈高，

國內社會福利增加之幅度因而愈大。由此可知，在一個開放經濟，出口產業之限

制競爭不必然對本國福利帶來不利之影響。主要原因在於限制競爭之不利影響係

由外國生產者與消費者承擔。這與各國對於出口卡特爾 (export cartel) 通常採取

                                                 
22

 Kabiraj and Chaudhuri (1999), p.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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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容忍甚至鼓勵政策之道理相似。 

    惟必須注意的是，若 n>2，且企業結合後效率提高之程度不夠大，參與合併

廠商可能出現虧損，而未參與結合之廠商利潤則因市場競爭程度下降而增加。若

是國外廠商家數相對較大，結果可能導致國內廠商利潤之總和在國內企業結合後

不升反降，而國外廠商利潤之總和卻反而增加。在此情況下，國內企業間之結合

對國內社會福利可能產生不利之影響。同理，若企業結合後效率提高之程度很

大，參與合併廠商利潤大幅增加，而未參與結合之廠商利潤則可能下降。此情況

下，若是國外廠商家數愈多，國內廠商家數愈少，本國福利增加幅度越大，因為

國內廠商利潤之增加移轉自國外之部份越多。23
 由此可知，出口產業之企業結

合對本國福利之影響也視國內與國外市場結構而定。 

    由 (16)式可知，本國企業間之結合對國外社會福利之影響比較不容易確

定。結合前後外國消費者福利與廠商利潤經常係反向變動。例如，若  =1，亦

即企業結合後效率沒有改變，則均衡價格將會上升，以致外國消費者福利下降。

惟此時外國廠商利潤有可能因為市場競爭程度之下降而增加。反之，若   之值

很小，亦即企業結合後效大幅提升，則此時外國廠商利潤有可能因為本國廠商競

爭力之提高而減少。惟此時均衡價格有可能因為本國廠商效率之提升而降低，以

致外國消費者福利增加。 

(2) 企業之跨國結合 (cross-border merger) 

   現在假設一家本國廠商與一家外國廠商合併成一家新廠商。假定本國股東持

有該家新廠商之股權比例為 ，0 1  。此一跨國企業結合後，市場上剩下 

(n-1) 家本國廠商，(n*-1) 家外國廠商與一家跨國企業進行競爭。此一跨國企業

結合後之本國社會福利之變化 ( dW ) 與國外社會福利之變化 ( *dW ) 可以表

為： 

~

( 1) ( * 1, ) ( *)dW n n n n n  
 

       
 

 

         
^

( * , ) ( *)n n n n   






1 2                (17) 

 *

1 0( * 1, ) ( *)dW S n n S n n      ( * ) ( * , )
~

n n n  1 1  + 

       ( ) ( * , ) ( *)
^

1 1 2    






   n n n n                    (18) 

                                                 
23

 Ordover and Willig (1986) 曾獲致類似結論。參見 Ordover and Willig (1986), p. 210, Pro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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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述國內企業間結合情況比較，跨國企業結合之福利效果多了一項必須考慮之

因素：合併後廠商之股權結構。若企業結合對參與合併廠商有利可圖，則愈大，

亦即合併後國內持有該新廠商之股權越多，國內社會福利提升之可能性愈大。反

之，  愈小，國內社會福利上升之可能性愈小。  值之大小與外國社會福利之

高低則剛好相反。  愈大，外國社會福利增加之可能性愈小。反之亦然。 

2、進口競爭產業廠商水平結合之經濟效果 

    現考慮本國一進口產業。本國有 n  家廠商，外國有 *n  家廠商，均生產

同質產品。假設外國不消費此產品。外國廠商將所生產之產品銷往本國。本國市

場對該產品之需求為  P(Q)，其中  P 為商品價格，Q 為市場需求量，且

0",0'  PP 。假定 )0(Pc  。令 *)( nn   代表企業結合前每家廠商之利潤。

我們可以推知國內企業間之結合對國內社會福利之影響 ( dW ) 與對國外社會福

利之影響 ( *dW ) 為： 

dW =  )(),1( *

0

*

1 nnSnnS        






( ) ( ) ( , )*

~
*n n n n n2 1    

          






  

^
* *( , ) ( )n n n n1 2             (19) 

~
* * * * *( 1, ) ( )dW n n n n n n                               (20)  

式中 0 ( *)S n n  與 1 ( * 1, )S n n    分別代表本國企業結合前與結合後本國消

費者福利水準。 

    由 (19)式可知，本國進口產業廠商結合對本國福利水準之影響，必須考慮

三項因素：本國消費者福利、參與合併廠商利潤與未參與結合廠商利潤之變化。

基本上，此三項因素亦為一封閉經濟在判斷本國廠商結合對本國福利水準之主要

依據。24
 惟一開放經濟在分析此三項因素時必須考慮國外廠商競爭之影響。 

    例如，假設 n=2，亦即國內沒有未參與結合之廠商。國外廠商之競爭對本國

福利水準之影響可分成兩部份：一是對消費者福利之影響，另一是對國內參與結

合廠商利潤之影響。通常，存在國外廠商之競爭對本國消費者福利有正面之影

響，因為國外競爭可抑制國內結合廠商之市場力，使得價格上升幅度受到限制。

惟存在國外廠商對國內參與結合廠商利潤之影響則可正可負，視國內參與結合廠

                                                                                                                                            
5. 

24
 參見劉孔中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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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效率提升幅度以及國外廠商家數多寡而定。25
 

    此外，由 (20)式可知，本國企業間之結合對國外社會福利之影響，端視外

國廠商利潤之變化而定。例如，若企業結合後效率沒有太大改變，則均衡價格將

會上升，以致外國廠商利潤因為市場競爭程度之下降而增加，結果造成國外社會

福利提高。反之，若企業結合後效大幅提升，則此時外國廠商利潤有可能因為本

國廠商競爭力之提高而減少，結果造成國外社會福利下降。 

   現在假設一家本國廠商與一家外國廠商合併成一家新廠商。與前述出口產業

情況類似，跨國企業結合之福利效果多了一項必須考慮之因素：合併後廠商之股

權結構。若企業結合對參與合併廠商有利可圖，合併後國內持有該新廠商之股權

越多，國內社會福利提升之可能性愈大。外國社會福利之高低則剛好相反。反之

亦然。 

二、其他型態企業結合之經濟效果 

    除了水平結合型態，企業也可能進行其他型態之結合，例如垂直結合型與多

角化型。多角化型又可區分為 (a) 產品線延伸型，(b) 市場延伸型，(c) 其他多

角化型。這些不同型態併購之動機差異甚大。惟不管係垂直整合型或多角化型，

企業結合仍可能造成市場壟斷力之上升，而同時伴隨經濟效率之提高。因此，

Williamson (1968) 認為他那套市場力量與效率抵換  (market power-efficiency 

tradeoff) 的架構仍可用以分析這些型態之結合。26
 

    目前已有相當多文獻探討有關垂直結合之決定因素。Perry (1989) 將其區分

為三大類： 

(1) 技術效率之考量 (technological economies)：例如，煉鋼廠與下游廠商

之垂直整合，可以省下鋼胚冷卻以後必須重新加溫之能源消耗。 

(2) 交易效率之考量 (transaction  economies)：垂直結合可以使上下游廠商

省下透過市場交易所須耗費之成本，如詢價、議價、簽約等手續。 

(3) 市場之不完美 (market imperfections)：市場不夠完美可能肇因於市場不

完全競爭、外部性、訊息不完全或不對稱  (imperfect o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等。 

                                                 
25

 其道理與 Richardson (1998) 證明外資進入國內寡佔市場對國內福利之影響方向不定相似。外

資進入國內寡佔市場對國內消費者有利，而對國內生產者利潤卻可能有不利影響。Richardson 

證明外商進入家數不多時國內福利會下降；惟若外商進入家數增到一定數量以上，國內福利

就會開始上升。參見 Richardson (1998), pp. 256-259。 

26
 Williamson (1968),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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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技術效率或交易效率考量之垂直結合，對整體社會福利通常會有正面的

影響。然而，基於市場之不完美而產生之垂直結合，對整體社會福利之影響則可

能為正，亦可能為負。27
 

    對於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一個獨佔廠商有可能向前整合 (forward integration) 

或是一個獨買廠商  (monopsonist) 向後整合 (backward integration) 該產業廠

商，其動機可能在於進一步提高市場力量、差別取價、榨取利益 (rent extraction) 

或增加參入障礙。若下游為一獨佔市場，一個獨佔廠商也有可能向前整合該產業

廠商，其動機在於消除連續加碼 (elimination of succissive markups) 之無效率、

產品決策之內部化與勞務外部性之內部化等。28
 當訊息不完全或不對稱時，廠

商進行整合之動機在於多角化、穩定供應貨源、蒐集情報以及減輕代理問題 

(agency problems)。綜言之，與水平結合比較，垂直結合對整體社會福利更可能

有正面影響。29
 

    相對於水平結合以及垂直結合，多角化結合不管對市場壟斷力或經濟效率之

影響均較為有限。多角化結合可能帶來範疇經濟 (economies of scope)，以致降低

生產成本。範疇經濟可能源自公司一些管理資源之共享，如行銷、會計、財務與

研發等。早期美國法院認為多角化結合對市場競爭之不利影響有二:消滅潛在競

爭與造成互惠交易。30
 

    如同前面有關水平結合之討論，不管係垂直結合型或多角化型結合，在一開

放經濟體系，評估企業結合造成之「限制競爭不利益」與「整體經濟之利益」，

必須注意這些受害者或受益者究竟是本國生產者與消費者，抑或是外國生產者與

消費者。此外，與封閉經濟體系不同的是，在評估企業結合之利弊時，可能有一

些必須特別考量之因素：例如，出口產業或進口競爭產業，國內與國外之「相對」

市場結構、合併後廠商之股權結構等等。 

三、 相關實證文獻評介 

    一家既存企業涉及許多利害關係人，例如，股東、經理人、員工、顧客與債

權人等等，因此企業結合波及的層面相當廣泛。除了參與合併廠商的股東之外，

雙方經理人員、員工、債權人與一般社會大眾等都有可能受到衝擊。過去的國內

                                                 
27

 Perry (1989), p. 189. 
28

 Ibid. 
29

 有關垂直結合可能造成市場閉鎖  (market foreclosure) 與參進障礙之討論，詳見張升星 

(1998)，頁 58-63。 

30
 有關此部份之討論，詳見張升星 (1998)，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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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業合併案件，究竟對這些利害關係人造成了什麼影響?亦即，誰在這些合併

活動中受益，誰在遣些合併活動中受害?雖然已有相當多的實證研究探討這些問

題，但學者問的看法仍然相當紛歧。這方面研究以美國案例佔大多數。 

    目前為大部份學者所接受的結論是，標的廠商 (target firms) 的股東在企業

合併中受益，而且幅度相當可觀。要吞併某家公司，競標廠商 (bidding firm) 通

常要付出比當時市價還要高的價碼。Jensen and Rubach (1983) 回顧 13 個相關案

例，其中有 6 個合併案，7 個標購 (tender offer) 案，樣本期間大部份截至 1970

年代為止。他們發現：對於被併購廠商的股東而言，成功的標購案使他們的報酬

率增加了 30%，而成功的合併案的報酬率增加幅度則略低，約為 20%。 

    Jarrell Brickley and Netter (1988) 研究 1962 至 1985 年底的 663 個成功的

標購案，結果發現，1960 年代成功的標購案平均可使被併購廠商股東之報酬率

增加 19%；到了 1970 年代，報酬率上升為 35%；而 1980 年至 1985 年間的

報酬率則降為 30%。Bradley Desai and Kim (1988) 也獲致類似的結論。Schwert 

(1996) 利用 1975 年至 1991 年的 1,814 家公司的實證研究，發現全期平均報

酬為 35%。1985 年至 1991 年間未經加權平均之年報酬率為 36.8%，1992 年

至 1996 年之平均溢價則高達 41%。31
 

    前述的實證研究顥示，成功的標購案之標的廠商的股東往往可以獲取相當優

渥之超額報酬，而且超額報酬有上升趨勢。此一上升趨勢，可能的成因是 1968 年 

7 月通過之 William 法案所致。該法案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要求有意進行標購之廠商，在收買股權至一定門檻

時必須向 SEC 申報，並有一段等待期。此一規範造成標的廠商得以及早獲悉標

購廠商之意圖，採取防禦措施或吸引其他廠商加入競價收購行列。結果不是導致

標購案無法成功，就是造成最後收購價格之上升。32
 

    至於標的廠商之股東所獲得的好處究竟是哪裡來的呢?在文獻上，這依然是

個爭論性的問題。這些好處，有可能是來自競標廠商過度樂觀以致付了太高的價

錢，結果導致他們的股東權益受損。也有可能是由於市場壟斷力之提高，以致一

般社會大眾受害。也有可能是節稅 (tax saving) 的結果，而這僅代表納稅人問的

所得移轉。也有可能是標的廠商之員工或經理人因工資下降或失去工作機會造成

的。也有可能是由於企業合併產生綜效 (synergy)，以致合併後之生產成本下降：

在此情況下，很可能參與合併廠商之股東與社會大眾均同蒙其利。 

    至於競標廠商之股東是否得利，文獻上仍未有定論。Jensen and Ruback (1983) 

                                                 
31

 詳見 Weston et. al.(1998), p.125。 

3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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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過去的實證研究發現，在不友善的接管活動 (hostile takeover) 中，標購廠商

的股東平均獲得了 4% 的超額利潤，而在友善的合併案件中則不賺不賠。綜合

標的廠商與標購廠商由併購案中所得到的報酬，約達參與合併廠商之總價值的 

8.4%。 

    Jarrell Brickley and Netler (1988) 利用 1960 年至 1980 年代樣本資料探討

競標廠商之報酬率。他們發現，1960 年代資料之實證結果與 Jensen and Ruback 

(1983) 之結果相似。若以收購案宣告日前十天至宣告日後五天做為估計異常報

酬之期間，結果發現異常報酬率為 4.4%。以 1970 年代資料所做之實證結果則

發現競標廠商之異常報酬率下降為 2%，且統計上顥著異於零。利用 1980 年代

資料之實證結果則發現，競標廠商之異常報酬大約 -1%，惟統計上不顥著異於

零。Bradley Desai and Kim (1988) 也發現類似的結果。他們更進一步估計被收購

廠商與競標廠商股東財富之變化。他們發現，從 1960 年代、1970 年代一直到 

1980 年代三段期間，被收購廠商與競標廠商股東財富之總變動金額為正。

Schwart (1996) 利用 1975 年至 1991 年競標廠商股價資料之實證研究則發

現，平均而言，競標廠商之異常報酬率為零。 

    綜合前述利用股價資料之實證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標的廠商異常報酬率因

政府管制措施而呈現遞增，而競標廠商之異常報酬則有下降趨勢。惟縱使到 1980 

年代末期，企業結合對參與結合廠商總財富仍有正向之影響。33
 

    然而，一些學者利用會計資料所做的研究，並不支持 Jensen and Ruback 

(1983) 所引述的那些利用股價資料所得的結論（如 Mueller (1977, 1980)、

Ravencraft and Scherer (1988)）。34
 此外，Mueller (1989) 與其同事發現，縱使採

用股價資料，若將觀察合併績效的時間拉長為三年，則競標廠商的股東不但沒賺

頭反而將蒙受損失。總之，此問題仍有待繼續深入研究。35
 

    至於其他關係人是否在企業合併中受害，相關的研究仍不多見。Stillman  

(1983) 發現，美國戰後之水平合併並沒有因市場壟斷力之提高而損及一般社會

大眾;也有研究顯示，標的廠商的員工的確有可能在合併過程中受到傷害。例如，

學者發現艾肯 Carl lcahn 在併購 TWA 時，TWA 之股東所獲得的好處，約為 

TWA 之駕駛員、機械師與空服員之工資損失之現值的一半。36
 

                                                 
33詳見 Weston(1998), pp.124-127。 

34
 其他相關實證研究，參見 Meeks(1977)，Fairburn and Kay (1989)， Mueller (1989)等。  

35
 Healy et al. (1992) 曾指出 Ravencraft and Scherer (1988) 等研究方法上之限制。他們利用 1979 

年至 1984 年期間美國 50 件大型併購案之會計資料的實證研究發現，合併廠商的獲利能力有

顯著改善。尤其是參與合併廠商的營運範圍有重疊之合併案，經營績效改善情況特別明顯。 

36
 參見陳明園 (1989)，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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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企業合併是否真會產生綜效，以致降低生產成本，使得社會各界同蒙

其利：目前此類實證研究極為有限，以致對此問題所知不多。以往之實證研究大

多停留在「排除」某些合併的可能動機（如提高市場壟斯力、節稅）上，而未深

入地探討企業合併究竟對公司的生產、行銷或研究發展造成那些重大影響。這是

未來之研究有待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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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相關國家跨國事業結合之法制規範 

    ─以競爭法之域外適用為中心 

    跨國結合有不同之法律規範層面，其中以一國之競爭法在何種情形下有其域

外之適用，為各國有關跨國結合法制之核心問題，本章將以此一問題為重心，選

取德國、歐盟、美國以及我國法作為研究之對象加以探討。 

一、德國法對於跨國事業結合之規範 

(一) 跨國競爭法案件之域外法律適用原則 

    國際法上之「領土主權原則」與國際經濟之互動發展，易產生一定程度之衝

突，蓋隨國際經濟之互動而發生之涉外限制競爭究竟有無本國法之適用，乃會成

為問題。為解決此一困境，立法者一般可以採取兩種途徑：其一，為當案件遇有

涉外因素時，擴大本國法之適用範圍；其二，為加入國際組織，使該組織之法律

能夠處理組織內部跨國案件之問題。德國之國會係兩者皆採，雙管齊下。37
 就

前者而言，立法者係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30 條第 2 項訂定反托拉斯法之域外

適用問題；就後者而言，則是加入歐洲聯盟，讓歐盟法處理歐盟會員國之間跨國

競爭法之問題。後者為歐盟競爭法如何適用之問題，在此不予論述，茲就前者之

基本問題說明如下。 

    就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之適用

範圍 (Anwendungsbereich)，其一般性之原則原係規定於 1999 年修正前之德國

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98 條第 2 項第一句。依該條項之規定：「本法適用於在本法

施行區域  (Geltungsbereich) 內產生影響  (auswirken) 之一切限制競爭  (alle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該限制競爭係在本法施行區域外所策動 (veranlaßt) 

者，亦同。」本項規定也被 1999 年最新修正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30 條第 2 項

所完整採納。此一規定可謂德國限制競爭法處理涉外案件之原則性規定，其性質

係屬於一種處理法律秩序衝突之「衝突規範」 (Kollisionsnorm)。本項規定所採

取之基本原則為所謂之「效果原則」 (Auswirkungsprinzip)，其意略謂不論行為

地為域內或域外，行為人為本國事業或他國事業，只要該行為係構成一種「限制

競爭」，且該限制競爭對於國內之市場競爭秩序「產生影響」者，即有限制競爭

防止法之適用。此一解決競爭法間之衝突的基本原則，對於跨國事業結合之處理

                                                 
37

 Emmerich, Kartellrecht, 8.Aufl., 1999, 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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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亦有其適用，故先說明其大要。 

1、效果原則之核心要旨 

    前述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揭示之「效果原則」含有兩

項核心之要旨，其一為涉案之法律事實須構成一種「限制競爭」；其二，該限制

競爭對於國內之競爭秩序須「產生影響」。 

(1) 限制競爭 

    所謂之限制競爭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應理解為限制競爭防止法中

各個實體規定之構成要件的統稱，亦即為該法所規範之所有限制競爭型態之上位

概念。所包含者，應為限制競爭防止法之「實體構成要件」 (materielle Tatbestände) 

所指稱之各種限制競爭類型。其不止包括禁止性、干預性之規定（如對於聯合行

為之禁止、對於結合之許可），亦涵蓋例外許可之各種規定、法律形式之規定（如

書面行為之要求）以及各種法律效果之規定，惟應排除程序性之規定。38
 

(2) 對國內產生影響 

    限制競爭防止法本身並未對於何時可成立「內國影響」 (Inlandsauswirkung) 

加以說明，應依據學說判例加以確定。依通說之見解，涉外之限制競爭有無內國

之影響，應考察限制競爭法維護競爭自由之整體立法目的，以及各有關規定之個

別立法目的加以決定。詳言之，有無內國影響應視該涉外之限制競爭有無妨礙國

內之競爭自由，以及有無侵害該法個別規定所保護之法益而定，而後者之判斷尤

其具有關鍵地位。39
 至於個別規定所保護之法益有無被侵害，其判斷仍應視個

案所涉及之每一項規定之構成要件於國內有無被充足來決定。故「內國影響」之

判斷，仍無法脫離國內競爭法有關規定之要件內涵。換言之，所謂具有內國影響，

其實就是指具體之涉外案件中，其所包含之限制競爭在國內充足了本國競爭法有

關規定之構成要件而言。 

    另一項相關之問題是，對於國內之影響須至何種程度始足以構成限制競爭防

止法第 130 條第 2 項所稱之內國影響？例如，必須事實上已經對國內之市場競

爭產生重大影響，或「足以」影響國內之競爭即為已足？德國法之一般見解為：

涉外之限制競爭必須達到對於國內競爭影響之程度，亦應按限制競爭法上不同規

                                                 
38

 Vgl.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GWB, Kommentar zum Kartellgesetz, 2.Aufl., 1992, 

§98Abs.2 Rdnr.11f. 
39

 判例方面，參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領導案例「油管」 (Ö ifeldrohre) 一案，WuW/E BGH 1276, 

1279；學說見解參見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98Abs.2 Rdnr.4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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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規範意旨加以區別處理。40
 為了防止本國法之適用過度擴張，德國之學說

又在有關涉外限制競爭內國影響之程度上，主張設立若干之限制。例如有主張：

涉外之限制競爭必須對內國產生「直接之影響」 (unmittelbare Wirkungen)、「可

能之影響」 (mögliche Wirkungen)、「重大之影響」 (wesentliche oder beträchtliche 

Wirkungen)、「可被感受之影響」  (spürbare Wirkungen)、「事實之影響」 

(tatsächliche Wirkungen)等，不一而足。因此對於主要在於限制第三國之競爭，經

「折射」後影響及於本國市場之間接影響情形；外國之限制競爭對本國僅有虛幻

不實之理論上影響，而無實在之內國管制利益之情形；內國影響過於輕微、無法

被市場參與者具體感受到或僅具有相當抽象危險性之情形，應否適用內國法去規

範涉外之限制競爭，便應格外謹慎。重點在於，對於效果原則應根據限制競爭防

止法各個規定之立法意旨，設立若干管制之門檻，對於可得適用本國法之涉外限

制競爭之種類以及內國影響程度加以限制。41
 

2、效果原則之限制 

    效果原則如果加以徹底貫徹，勢必容易引起法律適用國與行為地國或事業所

屬國間之緊張與衝突。況且本國競爭法在實際執行上，礙於一國法權之極限，其

證據、資料之蒐集、法律禁令或要求之實現，均會遭遇相當大之困難。因此在執

行競爭法時，是否亦應考慮他國之利益以及國際法上之有關原理原則，遂應加以

慎重考慮。德國之學說與實務界均一致認為，效果原則之實施應有其界限。且在

法理上，德國基本法第 25 條亦規定，國際法之一般原則應優於本國法，故限制

效果原則之適用範圍，乃具有憲法上之根據。對於效果原則之限制，主要在於應

使效果原則之適用符合三項國際法上之原則：禁止法律濫用原則 (Verbot des 

Rechtsmißbrauchs)、禁止干預內政原則 (Verbot der Einmischung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以及利益衡量原則(Grundsatz der Interessenabwägung)。 

    第一個原則禁止一國任意以其法律規範發生於他國之事實。是否構成任意，

尤應考量本國之規範利益以及因規範而對他國所產生之不利益之間，是否其大小

與程度並不對稱。而此一原則所提出之要求相當概括，致使本國通常具有相當廣

泛之酌量餘地，可以設立若干決定本國法是否適用以及執行之標準。「禁止干預

內政原則」之所以被提出，乃是被他國之限制競爭所影響之國家因主張適用其內

國競爭法以管制涉外反托拉斯案件之故，往往會因而影響或阻礙了他國國內某項

經濟政策之執行。例如涉外之結合係基於挽救他國之垂危廠商而被他國政府所許

可，甚至於所鼓勵者，則本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如主張適用本國法而禁止該項結合

                                                 
40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98Abs.2 Rdnr.47ff. 
41

 Möschel, Recht der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1983, S.8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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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則不可避免地會干擾或妨礙該國上述政策目標之達成。42
 最後，所謂之「利

益衡量原則」與上述兩原則亦息息相關，其意略謂內國政府或法院應對於執行本

國法對本國所具有之利益，以及因而對他國所產生之不利益加以相互衡量，如他

國之不利益顯然高於本國之利益時，本國利益應置諸於次位。43
  

(二) 跨國結合案件之法律適用 

    上述有關限制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原理原則，基本上均適用於跨國之結合案

件。惟就跨國結合管制而言，仍有若干特殊之處，值得加以介紹。吾人首先應有

所瞭解者，為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上結合管制規範之基本架構。44
 在此架構之

下，應考慮者為結合管制之規定對於跨國結合案件是否均有其適用？如答案為肯

定，則適用個別規定時所要求之內國影響程度是否有所不同？此均為跨國結合管

制上，必須面對之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原則上應予以肯定，學說中間或有主張舊法第 24 條之一

                                                 
42

 惟單純內國之法律適用是否會構成此一原則之違反，並非無爭議。一般認為，本國應有較高

度或嚴重之影響行為時，始有構成違反本原則之疑慮，例如對他國進行某種程度之施壓以影

響他國之政府決定，是至少應具備之干預程度。vgl. Jungbluth, in: Langen/Bunte, Kommentar 

zum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Kartellrecht, 7.Aufl., §98 Abs.2, Rn.120. 
43

 惟對於此一原則之適用仍有多項疑問，如衡量之標準何在，法院有無能力對於國家利益加以

衡量，利益衡量之結果如本國利益應退居其次，會不會危及本國人民依法應享有之權益等，

均尚無圓滿之答案。不過一般至少承認，本原則縱不能作為有拘束力之國際法原則，亦可產

生國際讓 (comity) 之效力。基此，對於內外國利益不成比例之際，本國政府雖無法律上必須

優待外國之義務，惟卻具有一「處理程序上應從事利益衡量之義務」  (bloße prozedurale 

Abwägungssollpflicht)，而其衡量之結果，內國則可以決定對其執法之權能自我設限。 

44
 篇幅所限，僅能將新修正德國法上之結合管制介紹如下：德國之結合管制規範，係由數個主

要部分所構成。首先在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37 條，對於何謂「結合」 (Zusammenschluß) 加以

定義。1999 年修正之新法仿照歐體法之規定，增訂了參與結合之事業共同以及個別必須達到

一定銷售額之規定，以限定結合管制規定之適用範圍 (Geltungsbereich)。新法之下，結合管制

原則上均是屬於預防性 (präventiv) 管制，換言之，事業結合在實施結合之前，原則上均應向

主管機關申報。申報之後，即適用所謂之「結合實施禁止」 (Vollzugsverbot)，在禁止期間內，

事業應等待主管機關之審查，不得任意進行結合，惟主管機關得依申請個案准許事業先行結

合。事業申報之後，隨即展開兩階段之管制審查。在第一階段之「先期審查程序」 

(Vorprüfungsverfahren) 中，主管機關應於申報後一個月內決定是否應對於該案進行「主審查

程序」 (Hauptprüfverfahren)。如決定無須進行主要審查程序，事業即得進行結合。如為相反

之決定，則進入主審查程序，而上述之「結合實施禁止」自仍然繼續生效。在主審查程序中，

主管機關必須於申報後四個月內決定禁止或許可該結合案。如主管機關未於申報後四個月內

決定禁止或許可該結合案，該結合案便視為被許可而自動生效。如果主管機關認為該結合可

能會形成或加強事業支配市場之地位者，得禁止之，除非參與結合之事業能證明，該結合能

改善競爭條件，且改善競爭條件所帶來之利益大於形成或加強支配市場地位造成之不利益。

最後，縱使被聯邦卡特爾署所禁止之結合案，仍有可能基於整體經濟上之重大理由，獲得聯

邦經濟部長所特別發給之「部長許可」 (Ministererlaubnis)，而仍能實施結合。以上即為德國 

1999 年最新修訂之限制競爭法上結合管制之大要，其可說是以原來舊法結合管制之法制為基

礎，加入若干歐體法之特色，融合二者而成，新法之內容因此而與歐體法更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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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事前申報義務之規定，不應適用於域外結合，惟此一見解為通說所不採。45
 

故基本上，結合管制之所有規定，包括申報義務、結合之禁止、部長許可等，對

於跨國結合或域外結合（而產生內國影響者），均能有其適用。惟所謂能有其適

用，並不代表必須「同時」適用。依德國法之通說，結合管制之諸規定，依其性

質如係屬於獨立之實體規定，則特定個案有無產生內國影響進而構成該項規定之

域外適用，仍應依該規定之立法目的，檢查該案事實有無侵害該項規定所保護之

法益而定，頗為個別化，而非所有結合之規定在個案中均一體有或無其適用。由

於結合管制各項實體規定之立法目的與構成要件並不盡相同，故認定構成內國影

響之標準也可能相異。因此有可能某跨國結合案件構成「申報義務」規定之內國

影響標準，卻未構成「禁止結合」規定之內國影響標準。換言之，本國競爭法主

管機關雖不得適用內國法禁止該結合，惟結合之當事人卻仍具有本國法上申報結

合之義務，主管機關仍能透過事業之申報掌握一定之結合資訊，以作為將來各種

競爭法上管制之基礎。通說之旨，在於區別不同結合管制規定域外適用構成之標

準。 

    一般而言，均將有關結合規定之域外適用分為兩類：「申報義務規定」與「禁

止結合規定」，分別定其域外適用之標準。就申報義務而言，因申報不等於禁止，

而且主管機關因申報而獲得之資料均可作為後續管制之基礎，既對事業之權益損

害不大，對有效管制結合之益處又良多，故不應過度提高法律適用之門檻。德國

聯邦最高法院以及聯邦卡特爾署在舊法時期甚至於都已經表示，只要國內之競爭

因而被妨礙，甚至於被潛在地妨礙 (potentielle Beeinträchtigung)，即可構成該項

義務，並不要求參與跨國或域外結合之事業，在任何情況都必須在「國內」達到

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3 條以及第 24 條之一有關登記及申報義務之構成所要求

之一定事業規模門檻 (absolute Größenkriterien)，例如上一會計年度之銷售金額

等。聯邦最高法院就認為，只要該跨國或域外結合對於國內之市場競爭產生直接

而可感受到之影響，即有申報義務規定之適用。至於有無影響內國市場之可能，

可從觀察參與結合之事業是否於內國市場有無販賣其商品或從事其他營業活動

等方面加以判斷。46
  

    至於「禁止結合」規定之適用條件，自然是要求該結合對於內國市場具有更

                                                 
45

 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98Abs.2 Rdnr.167. 
46

 惟學者認為如跨國結合係發生於國內時（例如雖有外國事業之參與，惟被購買者為國內事業

之股份），則最低事業規模之門檻則必須於國內達成，始有申報義務規定之適用。如跨國結合

係於國外實施，則復應分別情形探討。如有本國事業參與該跨國結合者，則上述事業規模門

檻之計算，可以將內國以及外國之情況（如參與事業在全球之銷售額）均納入考量。如該結

合之參與者純粹為外國市業者，構成申報義務之認定則須更加謹慎。一般而言，除該域外結

合須足以妨礙本國之市場競爭外，至少須有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在內國市場已經從事營業活

動，才可構成結合之申報義務。Rehbind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98Abs.2 Rdnr.1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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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之危險始可，47
 其域外適用首先須以跨國或域外結合滿足所謂「形成或增

強（國內）支配市場地位」之構成要件者為限。換言之，國內之競爭僅被若干妨

礙，甚至僅有被潛在妨礙之可能，而尚無形成或增強事業之國內獨占地位時，雖

有可能成立申報義務，但仍不能肯定禁止結合規定之域外適用。甚至於縱使構成

「形成或增強國內支配市場地位」之要件，禁止結合規定之域外適用仍應受到前

述國際法原則之限制。 

(三) 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發布之行政規定 

1、 1975 年之「涉外結合指示」 

    為闡明上述之基本原則，特別在有關跨國事業結合之案件中應如何適用，德

國聯邦卡特爾署 (Bundeskartellamt) 於 1975 年發佈「聯邦卡特爾署適用第 23 

條以下之規定 48於涉外事業結合之有關指示」（Hinweise des BkartA zur 

Anwendung der §§23ff. auf Zusammenschlüsse mit Auslandsbezug，以下簡稱「涉外

結合指示」）49
 ，以便根據該署之實務經驗，對於上述問題加以進一步說明。茲

將涉外結合指示之內容說明如下： 

1、「涉外結合指示」開宗明義即表示，涉外事業結合究應如何適用限制競爭防止

法第 23 條以下之規定，應依同法第 98 條第 2 項之規定定之，即必須植基

於所謂的「效果原則」。惟如前所述，該法第 98 條第 2 項僅規定，「本法適

用於在本法施行區域內造成影響之一切限制競爭」，而不問其係在該法施行區

域內或外所策動，此一規範意旨究竟應如何適用於跨國事業結合？效果原則

究應貫徹至何種程度？均未臻明確，仍有待近一步之說明與具體化。 

2、卡特爾署認為，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98 條第 2 項所提出必須產生「內國影響」 

(Inlandsauswirkung) 之法律要件，其解釋與認定應分別自個案中應予適用之

相關規定的保護目的 (Schutzzweck) 中探求之。換言之，此處並無整部法律

統一之標準，規定內國之市場競爭秩序何時受到影響。就事業結合而言，限

制競爭防止法（舊條號）第 23 條以下（為有關結合管制之規定），其立法目

的係在於「掌握事業之集中」 (Erfassung der Konzentration)，以防止市場集中

可能造成競爭機能之損害。故跨國結合有無影響內國市場秩序，即應觀察其

對於內國市場力量之集中有無產生一定直接或間接之作用而定。 

3、「涉外結合指示」繼續指出，同法第 98 條第 2 項所謂之「限制競爭」，係指

                                                 
47

 此亦符合比例原則之精神。 

48
 修正前之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23 條以下之規定，即為有關結合管制之規定。 

49
 公佈於 TB 1975，vgl. BT-Drucks. 7/5390 v. 16.6.76, 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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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實體規定所包含之所有限制競爭型態之統稱而言。就該法第 23 條以下

結合管制之規定而言，限制競爭則係指「事業結合之過程本身」 

(Zusammenschlussvorgang als solcher)。德國聯邦卡特爾署特別強調，國內之

市場競爭強度事實上是否已經因而減少，則非所問。蓋結合管制屬預防性之

管制措施，跨國結合實施以前，國內市場競爭多仍未受影響，若限於競爭已

受影響主管機關始能管制者，將對跨國結合無法有效規範，自然殊屬不當。 

4、聯邦卡特爾署緊接著將跨國結合會「產生內國影響」之情形，予以進一步類

型化。該署在「涉外結合指示」之第 A 點中首先認為，如結合之構成要件係

在該法施行區域內所實現者（亦即結合如係於國內所發生者），則該法第 98 

條第 2 項所稱之內國影響，無論如何均應認為成立。50
 上述情形中，縱使股

份或財產之取得者或合資企業之設立者為外國事業，亦應認為該結合會產生

內國之影響。如果結合係發生於外國，然參與結合之事業於國內設有子公司

者，則就子公司而言，該結合視為係於德國國內所實施。換言之，子公司此

時不能免除申報義務等該法對於結合之管制。 

5、在「涉外結合指示」之第 B 點中聯邦卡特爾署復指出，如結合之構成要件係

在該法施行區域之外所實現者（亦即如結合係於國外所發生者），則該法第 98 

條第 2 項所稱之內國影響，在國外發生之結合「對於國內競爭之結構條件 

(die strukturellen Voraussetzungen für den inländischen Wettbewerb) 造成影響

時」，即屬成立。 

    為了進一步闡釋此一觀點，「涉外結合指示」首先指出，當參與境外結合之

事業其中有一以上為本國事業、本國事業之子公司或本國事業之其他關係企業

者，內國之影響原則上即應認為成立，而有該法之適用。其次，應依下列狀況判

斷之： 

(1) 二事業如係透過「直接參與」而在境外實現結合之構成要件者： 

    所謂直接參與係指設立合資企業以外之一切結合之情形而言，最直接之例子

即為事業透過資本參與取得他事業之財產或股份。此時又可分為下列不同之情

形： 

(A) 直接參與之二事業其本身或經由子公司、事業分處（如分公司）或進口商，

於結合前已經於國內有營業活動者，應認為該境外結合有內國之影響。 

                                                 
50

 此一情形例如：取得國內事業之財產或股份或共同在國內設立一合資企業  (Gemeinschafts- 

unternehmen) 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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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參與結合之事業中，僅一事業於結合前在國內有營業活動者，該結合仍有

可能影響國內之市場競爭，其有無影響，應於個案中加以判斷。聯邦卡特爾

署以兩例說明可能成立之情形： 

(a) 參與結合之某一外國事業，因與國內事業建立起生產技術或產品銷售之關

係，在結合實施之後很有可能因而開始對國內市場提供供給者即屬之。至於

將來是否「很有可能」供應國內市場之判斷，一般可考察兩國之間是否已有

相同或類似產品之商業交易，以及上述之供給有無技術上或行政作業層面上

之阻礙等問題而定。 

(b) 因一境外結合之故，某一國內事業之技術 (know-how) 可察覺地 (spürbar) 

被增強擴大；或該事業被授與某種營業上之權利（如專利、商標等工業財產

權）者亦屬之。 

(2) 二事業如係於境外透過建立「合資企業」而實現結合之構成要件者： 

(A) 欲探討境外所建立之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有

無內國影響，首應考察該合資企業在產品與地理上之事業活動範圍 

(sachliche und örtliche Tätigkeit des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s) 為何，以資判

斷。從事判斷之時，前述之若干基本原則，如國內競爭之結構條件是否因而

會受到影響以及本國事業有無參與等，均應予以注意。 

(B) 此外「涉外結合指示」並指出，在下列兩種情況中，境外建立之合資企業亦

可能產生內國影響： 

(a) 一參與合資企業之外國事業，在合資企業本身之（產品或地理）營業活動範

圍中，於結合前已經開始在國內從事事業活動者，即屬之；其次，依情形判

斷，有相當高之可能可以期待，縱無結合，該外國事業亦會在內國從事其事

業活動者，內國影響亦有成立之可能。 

(b) 一參與合資企業之國內事業，其內國產能因參與合資事業之故獲得擴大，而

使其得以供應國內市場之可用產能，可察覺地被改變者，亦屬之。此一情形，

例如國內事業因加入境外合資事業之故，其原來於國內生產用於外銷之產

品，被合資事業於外國生產之產品所替代，而使得該國內事業可將此部分之

產能轉用於供應國內市場之需求，遂對國內之市場競爭產生影響。在判斷此

一改變是否具有上述所謂「可察覺性」 (Spürbarkeit) 時，該國內事業在參與

境外合資企業之前，是否在國內市場已具有相當強之市場地位，為一項重要

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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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9 年之「內國效果要點說明」 

    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之第六次修正於 1999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本次修

正，不僅修改限制競爭防止法之諸多內容，且連條號亦有大幅之更動，以將整部

法律之規範架構做更合理之調整，並設法與歐盟法之發展盡量配合。對於結合管

制，本次修正亦有所著墨，其修改後之內容大要已於前述，不再贅述。應予說明

者，為聯邦卡特爾署為因應本次之法律修正，於 1999 年元月公布了「聯邦卡特

爾署對於限制競爭防止法第 130 條第 2 項所稱之內國影響適用於事業結合之

要點說明」（Informationsblatt des BkartA zu Inlandsauswirkungen im Sinne des 

§130 Abs.2 GWB bei Unternehmenszusammenschlüssen，以下簡稱「事業結合內國

影響要點說明」或「要點說明」）51
 ，對於 1975 年之涉外結合指示加以補充。 

    本項要點說明在內容上係承襲 1975 年之涉外結合指示，其基本架構與處理

之原則並無重大變更，所增修者為說明變為更為淺顯易懂、新法之內容予以納入

以及適時舉出適用之實例等，故以下僅就增修之要點簡要介述之，與舊辦法一致

之部分，則予以省略。 

(1) 為因應新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將德國限制競爭法之結合管制適用範

圍限於「至少有一家以上參與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在內國（德國）之銷

售額達到 5,000 萬馬克以上者」，本「要點說明」認為，事業結合案件中凡

被收購之事業 (das erworbene Unternehmen) 達到上述標準者，即構成所謂之

內國影響。 

(2) 「要點說明」將涉外或域外結合之處理分成「在境內實現之結合」 (im Inland 

realisierte Zusammenschlüsse) 以及「在境外實現之結合」  (im Ausland 

realisierte Zusammenschlüsse) 兩者，基本上與舊結合指示之架構並無二致。

當結合係於境外實現者，如僅有其中一家參與之事業於結合前在國內從事營

業活動，則新的要點說明認為，除「結合後對於國內市場之供給成為可能」、

「增強某一在內國活動之結合事業之技術 (Know-how)」等考慮因素之外，

亦應考慮該結合是否能強化在內國活動之結合事業的財務能力，如果上述考

慮之結果為肯定，則聯邦卡特爾署基本上會肯定該結合案具有所謂之內國影

響。 

(3) 在國外發生之結合，縱係由兩家營業所係在外國，且於內國並無子公司或分

支營業機構之事業所實施者，如國內之市場結構因該結合會發生改變，則仍

                                                 
51

 全文請參閱 Bechtold, GWB, Kartellgesetz,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2 Aufl., 

1999, Anhang C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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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立所謂之內國影響，而有本國法之適用。 

(4) 「要點說明」復進一步闡釋，新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2 款將結合管制之適

用範圍限於「至少有一家以上參與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在內國（德國）

之銷售額達到 5,000 萬馬克以上者」之門檻規定與同法第 130 條第 2 項之

內國影響之問題，應分別審查之。當跨國結合之參與事業無任何一家之「內

國營業額規模」超過 5,000 萬馬克之門檻者，該結合自不受結合管制規定之

拘束，亦無審查內國影響之必要。另一方面，跨國事業結合案中「被收購之

事業」達到上述內國營業額規模之標準者，即應認為具有內國影響。因此觀

諸未來，內國影響之審查在收購之事業在德國達到上述營業規模之門檻標

準，而被收購之事業卻在國外時，將顯得格外重要。52
 

二、歐盟法對於跨國事業結合之規範 

    歐盟法53
 對於跨國甚至域外之事業結合，亦無設立特別之規定予以規範，

故管制跨國及域外結合主要即為歐盟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問題。以下茲就歐盟競爭

法域外適用之一般性問題，以及歐盟結合管制規則域外適用之問題加以說明。54
 

(一) 歐盟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基本問題 

    依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85 條及第 86 條之規定，此二規定乃適用於影響「會

員國間貿易」之行為，且限制競爭協定之效果必須發生於共同市場之內，或事業

支配市場之地位必須存在於共同市場之內或共同市場之主要部份始可。單純就法

律構成要件之文字以觀，上述規定並未限制僅有歐體會員國之事業才可能有其適

用。換言之，如果今有美國之事業從事上述規定之行為，同時滿足影響會員國間

貿易之要件，從文義解釋之立場而言，亦應有歐體競爭法之適用。蓋上述規定之

要點，是要求相關限制競爭行為之效果必須發生於歐體境內，而不問行為人之國

                                                 
52

 「要點說明」特別指出，是否成立內國之影響，應視個案情況而定，故該說明僅為一參考性

之指引，遇有實際問題，當事人對於跨國結合是否構成內國影響不清楚時，宜主動向主管機

關詢問。此外，在跨國結合之處理程序上，新的「要點說明」亦有若干提示。例如，參與結

合事業之營業所不在本國者，申報時應同時指定國內之送達代收人 (zustellungsbevollmächtigte 

Person im Inland)。又如，當申報之事業基於外國法之規定或其他可信之緣故，無法完整申報

有關資料；或是聯邦卡特爾署基於其已有之資料即可判斷對於該結合將不予考慮禁止者，則

當事人之申報義務雖未完整履行，聯邦卡特爾署仍得許可其結合。最後，連德國與英國、法

國在申報結合表格之統一化措施，以及上網下載有關申請表之方法，也一併在本說明中詳列。 

53
 應聲明者，為本節所謂之「歐盟法」、「歐市法」與「歐體法」實指稱相同之內容。 

54
 關於歐盟競爭法之一般問題，可參閱何之邁，歐洲共同體競爭法論，1999 年 5 月；其中關於

結合管制之規定，可參考第 149-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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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或營業所之地點為何。 

    如此而言，似乎歐體競爭法在域外適用之基本問題，亦係採取所謂之「效果

主義」之立場。惟事實上其答案卻並非如此簡單，歐體法在此一問題長久以來仍

存在一些爭論，茲介紹其梗概如下。在學說上，大部份之歐體法學者均肯認「效

果主義」應為歐體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基本原則。55
 上述見解，亦為歐盟執委會

所採。歐盟執委會在許多涉外或域外限制競爭之案例中（例如參與某一國際卡特

爾之行為人係非屬歐盟會員國之事業而其營業所亦在歐盟境外；或外國獨占事業

於歐體內濫用其市場力量等），多次自效果原則出發，以涉案行為是否對歐盟之

市場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作為判斷有無歐盟法適用之準繩。諸如在 Dyestuffs
56

 案

以及 Wood Pulg
57

 案中，執委會即毫不猶豫地支持效果主義，認為其具有管轄權

是基於涉案行為在歐盟內部產生了反競爭之效果，而不問事業之所在地是否在歐

盟之內。58
 執委會在其第 11 屆之競爭政策報告中亦明確提到，歐體條約應可

適用於非會員國境內之事業所為之限制性或濫用性之行為，只要該行為在共同體

市場內產生相當之影響。59
 綜上可知，歐盟執委會乃直接、明白地主張應採取

「效果主義」，以肯定歐盟競爭法之域外適用。蓋執委會認為只要是在歐盟境內

從事營業活動之事業，不論其營業所位於何國，均應尊重歐盟法上之競爭規則。
60

 

    相對於執委會，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卻從未（似乎也不願意）

明白地指出，該院對於歐體競爭法之域外適用係採取所謂「效果原則」之見解。

在 Zellstoff 案中，歐洲法院處理的是位於境外之生產者組成之輸出卡特爾影響

歐市市場競爭秩序之情形。歐洲法院認為，歐體競爭法在本案之所以有其適用，

其關鍵之處在於涉案事業係將其限制競爭之協議「實施」於歐體之境內，故有歐

體法之適用，而不問事業之地理位置所在以及國籍為何。故歐洲法院乃是很謹慎

地依據國際法上一般均承認之「領土主權原則」(Trritorialitätsprinzip)，來處理歐

體競爭法之域外適用問題，而避免正式明白採用較具適用之擴張性的效果原則。

惟一般認為，此處領土主權原則之主張（雖事業在歐體境外，因限制競爭「實施」

於歐體境內故有歐體競爭法之適用），實則上與效果原則之主張（雖事業在歐體

                                                 
55

 Frazer, Monopoly, Competition and the Law, 1992, p.240-242; Emmerich, a.a.O., S.399. 
56

 OJ 1969 L195/11, at p. 16. 
57

 OJ 1985 L85/1, at pp. 14-15. 
58

 Whish/Sufrin, Competition Law, 3th ed, 1993, pp. 379-381. 執委會在其他諸案中類似之見解，vgl. 

Groeben/Thiesing/Ehlermann, Kommentar zum EWG-Vertrag, 4.Aufl., Bd.2, Vor. zu Artikeln 85ff., 

Rdnr.73ff. 
59

 Eleventh Report on Competition Policy (1981), points 34-42. 
60

 另一方面，執委會並未忽略在執法之過程中，應考量國際禮讓之原則，see Van Bael/Bellis, 

Competition La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3th ed, 1994,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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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但限制競爭之「效果」影響於歐體境內故有歐體競爭法之適用）在內涵上

相去並不遠，因為在該個案中域外之限制競爭影響境內市場秩序之方法即為實施

其協議於歐體境內，只是歐洲法院不願使用產生「效果」之字眼以效果原則之立

場加以闡釋而已。61
 

    同樣在 Wood Pulg 案中，歐洲法院雖然支持執委會予以管轄之立場，惟在

判決中卻避免採用「效果」 (effects) 一語，而係認為限制競爭之協議須被「使

生效力」 (put into effect) 於歐體境內。惟歐體法院並未解釋，何謂使生效力，

其與效果原則有何不同。學者認為，使生效力一語應比單純之具有效果為窄，實

際上應指該協議須被「實施」 (implemented) 於歐體境內而言。62
 不過我們亦宜

注意的是，歐洲法院雖未明白採取效果原則，惟它也從未直接反對效果原則。故

學者多認為歐洲法院其實仍傾向於採用效果原則；63
 甚至有學者主張，歐洲法

院之立場就競爭法之實質而言，其實就等於效果原則，兩者並無二致。64
 

    在歐盟競爭法之域外適用上，雖有效果原則或領土主權原則之爭，但基本上

兩者均肯定有域外適用之效力，則為一致。較有爭議而尚無定論者，則為歐盟競

爭法域外適用之程度為何，尤其在關於法律之執行面上，執委會或法院能否有如

對於會員國之事業一般，徹底執行歐盟競爭法上有關程序發動、蒐集資訊、調查、

禁止、處分甚至處罰等權限，不無疑問。目前的共識是，至少應按執法上不同之

內容、可能影響外國事業利益及政府政策之情形、干預他國法權之程度等，作區

別之處理。故例如有主張，處理時在申報義務之課予、實體規定之適用（如禁止

結合）、制裁措施之實施（如罰鍰或令其解體）等項目上，肯定其域外適用之程

度與門檻應加以區別。65
 基本上，對於外國事業之權益或外國政府之主權影響

愈少之執法措施規定，愈能被肯定有其域外適用之可能；反之，則可能被設定較

高之域外適用門檻否定其域外適用，或被歐盟執法機關以其他措施替代（後述）。

故單純程序之開始、要求外國事業申報可能較無問題。惟調查之進行如涉及調查

權之強制貫徹，66
 或對域外行為之禁止與處罰，則會遭遇重大之事實上困難與

國際法上之疑義。此時歐盟法之域外適用可以被主張到何種程度，仍不甚明確。

此問題之解決，一方面是要在學說實務上逐步發展較為細緻具體之原則；另一方

                                                 
61

 Mestmäck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Vor §23 Rdnr.232. 
62

 Van Bael/Bellis, supra note 60, p. 95. 
63

 Emmerich, a.a.O., S. 400. 
64

 Frazer, supra note 55, p. 242. 
65

 Mestmäcker, in: Immenga/Mestmäcker, a.a.O., Vor §23 Rdnr.233. 
66

 諸如執行「歐體第 17 號執行歐體條約第 85 條、第 86 條之規則」 (Verordnung Nr.17/62 des 

Rates) 第 11 條第 5 項關於請求提供資料之強制調查權時，因會涉及對不從之事業課以罰

鍰，其域外適用之合法妥當性如何，即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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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是變通執行之方法，例如轉而對於外國事業位於歐盟境內之分公司執行；
67

 或是尋求與他國政府之合作，諸如歐體與美國政府於 1991 年 9 月 23 日即

就競爭法之適用與執行簽訂協議，68
 協議中對於兩方資訊之交換、執法之合作、

相互之禮讓、文書之保密等諸多事項加以協調。69
 

(二)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域外適用 

    以下將討論上述歐體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基本原則，在關於跨國結合管制案件

中適用之情形。歐盟關於結合管制之規範，係規定於所謂「歐體結合管制規則」 

(Verordnung Nr.4064/89 des Rates über die Kontrolle von 

Unternehmenszusammenschlüssen)
70

 中，故可以該規則作為觀察歐盟法上管制跨

國結合有關法制之切入點。首先，結合管制規則本身已經在若干條文中，將跨國

或域外之因素納入考慮。例如在新修正之結合管制規則第 1 條有關該規則適用

範圍之規定中，即要求適用該規則之事業必須符合四項所謂「共同體規模」 

(Community dimension; gemeinschaftsweite Bedeutung) 之規定：即一則以所有參

與結合之事業加起來在「全球」之總營業額（而不以事業在歐體之營業額為限）

須超過 25 億歐元 (ECU)，作為適用該規則之一項絕對規模門檻；二則，所有參

與結合事業之總營業額，在至少三個會員國內須超過 1 億歐元以上；第三，在

三以上會員國內，至少有二以上參與結合之事業，其個別營業總額須超過 2,500 

萬歐元；第四，至少有二以上參與結合之事業，其於歐體內部之營業總額須達 1 

億歐元以上。惟如各個參與結合之事業，其歐體內部營業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係發

生於某單一會員國境內者，因結合事業之營業活動過度集中於一國，歐體結合管

制規則遂無其適用，而應適用有關國家之國內競爭法。71
 應注意的是，上述用

以判斷是否適用歐體結合管制規則之標準，在法律要件之描述上均與事業之國籍

或營業所之所在地無關。故從規則之文義觀察，無論何國事業，無論在何處之事

業，只要符合上述規定者，均不排除有適用歐體結合管制之可能。學者亦認為，

上述之規定代表符合共同體規模之事業，縱不在歐盟境內，亦有該管制規則之適

                                                 
67

 Whish/Sufrin, supra note 58, p. 383 
68

 Agreement between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gar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 23 September 1991, 

4 Trade Reg. Rpt.(CCH)13,504. 
69

 其內容介紹可參考 Van Bael/Bellis, supra note 18, pp. 97-102. 

70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制訂於 1989 年 12 月 21 日，vgl. ABl.Nr.L395/1；修改於 1997 年 6 

月 30 日。vgl. ABl.1997Nr.L180/1. 

71
 何之邁，同註 54，第 179 頁。 



 41 

用。72
 故歐盟結合管制規則有無域外適用之問題，即在有關共同體規模之規定

中得到了解決。73
 

    與歐盟競爭法域外適用之一般情形具有類似之困難者，為主管機關執行域外

結合管制之界限何在。例如申報結合要求之提出、執委會調查證據之權限、能否

命結合之事業解體、能否科處違法之外國事業罰鍰等事項，因可能會涉及他國事

業或政府之重大利益，具體界限為何，仍未臻明確。歐體結合管制規則本身對於

此一問題，亦未加以進一步之說明，故其解決仍須回到前述歐盟競爭法域外適用

之一般原則中加以處理。 

三、美國法對於跨國事業結合之規範 

(一) 反托拉斯法之有關規定 

    美國規範事業結合之基本母法，即克萊登法第 7 條規定禁止任何人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取得他人全部或一部之股票或股份資金…，「其效果有實質減少國內

某地區之競爭或形成獨占之虞者」。74
 從克萊登法第 7 條之文義以觀，美國法

上之結合管制似係採取「效果主義」 (effects doctrine)。因為依該條之規定，任

何人──無論其是否為美國籍或是否位於美國──只要「其結合之效果產生足以

實質減少美國國內某地區之市場競爭或有形成獨占之虞者」75
 ，均有克萊登法

第 7 條之適用。反之，如果上述限制競爭之效果，係發生於美國國境之外者，

則無克萊登法第 7 條之適用。惟法律文義之內容，僅為解釋適用法律之起點，

美國法對於跨國結合之規範究為如何，尤應進一步觀察法院判決與執法機關之立

場，方能較完整地加以瞭解（後述）。 

    值得一提的是，除克萊登法之外，美國 1976 年的「哈特-史考特-羅迪諾反

托拉斯促進法」 (The 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76) 要求

一定規模之事業與結合在結合前，應進行結合之事前申報並應等待一定期間 

(pre-merger notification and waiting period)。76
 而上述進行事前申報之事業規模門

                                                 
72

 Whish/Sufrin, supra note 58, p. 384 
73

 另外，在結合管制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a 款中復提到，在判斷結合之競爭效果時尤應注意

相關市場之結構以及透過「歐盟內部以及外部之事業」所構成之現實上與潛在上之競爭所受

之影響，亦已考慮來自歐體外事業之行為。最後在結合管制規則第 24 條亦對於會員國在第

三國可能受到不平等之結合管制待遇，提出解決辦法。從上述規定可知，歐體結合管制規則

在自始設計上，即不以僅適用於歐體會員國之事業為限。 

74
 15 U.S.C. §18. 

75
 "…where in any line of commerce in any section of the country, the effect of such acquisition may 

be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or to tend to create a monopoly…" 
76

 15 U.S.C. §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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檻，例如資產額、年度銷售額等，均同樣適用於外國事業。77
 故明確可知，美

國反托拉斯法之結合管制規定，無論是關於申報義務之程序性規定或是禁止結合

之實體規定，均可適用於外國事業。 

(二) 法院之領導判決 

    基於美國整體經濟與貿易政策上較為自由化之取向，以及立國以來崇尚反托

拉斯之傳統，對於涉外或域外限制競爭採取效果主義之立場，起初得到美國反托

拉斯政策上堅定的支持。此一支持，同樣也反映至美國法院處理涉外案件之判決

上。 

1、 Alcoa 案 

    首先作為美國法院明確支持效果原則之重要領導判決 (leading case) 者，為 

Alcoa 案78
 。本案涉及美國鋁業公司位於加拿大之子公司與其他數國（英、法、

德、瑞士）之公司在歐洲瑞士成立一公司，以之作為國際鋁業卡特爾之實施機關。

而美國法院在審理此案時，對於本案所涉及之限制競爭協定是否直接、實質影響

美國之鋁品輸入，有所斟酌討論。法院之見解為，涉案當事人於 1931 年與 1936 

年所訂定之限制競爭協議雖然係於國外所締結，惟當事人有影響對美輸入鋁製品

活動之意圖，並且也產生了實質之效果，故為違反休曼法第 1 條之行為，進而

確定了效果原則美國反托拉斯法域外適用上之地位。79
 

2、 Timberlane 案 

    依據 Alcoa 案所設立之標準，只要對於美國之輸入或輸出產生某種影響之

域外限制競爭，即有美國反托拉斯法適用之可能。如此廣泛之主張美國競爭法之

域外適用，並未得到法院後續有關判決之堅定支持。1976 年之 Timberlane 案

中，美國法院即修正有過度擴張之嫌的效果主義，而改採所謂之「管轄合理原則」 

(jurisdictional rule of reason)。80
 促使法院改變態度者，可能是諸多來自於外國對

於美國執行效果原則之嚴重反感。法院認為，僅以美國市場上反競爭效果之出現

作為域外適用之基礎與依據，實嫌過於狹隘不當。故法院認為對於國內市場產生

相當之影響，應該作為競爭法域外適用之基本前提與最少應滿足之條件，而非單

一要件。除上述須具備之基本內國影響外，究竟有無本國競爭法之域外適用，仍

                                                 
77

 Griffin, Antitrust aspect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C.L.R. 13 (1998) 
78

 United States v. Aluminum Co. of America(Alcoa), 148F. 2d 416 (2d Cir. 1945). 
79

 參考陳秋華，國際結合在競爭法中之規範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7 

年 1 月，第 85-86 頁。 

80
 See Timberlane LumberCo. v. Bank of America, 549 F. 2d 597(9th Cir.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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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量多項因素。法院之修正見解主要是以國際禮讓與其他國家之需要等為核心

考量，其提出應予以考慮之因素包括：(1) 涉案當事人之國籍與所在地。(2) 應

對於該限制競爭行為對美國之影響與同一行為對於他國影響之相對關係 

(relative significance)，加以權衡比較。(3) 產生內國影響效果之預見可能性

(foreseeability)。(4) 評估美國主張管轄之後，可能造成之衝突紛爭。(5) 當事人

影響美國市場之意圖的明確性。(6) 管轄的可執行性。81
 

3、後續發展 

    Timberlane 案之後，美國聯邦司法部 (DOJ) 在執法時便開始對於管轄合理

原則加以大力重視（後述），法院方面重視國際禮讓之程度亦為之提高，惟並非

所有美國法院從此以後均採管轄合理原則。在 1980 年之 Uranium 案中，法院

復採取效果主義之立場，僅以涉案行為對美國市場產生影響為理由，即肯定其管

轄權，而拒絕採取管轄合理原則中較能平衡考量本國及外國利益之觀點。本案之

判決，造成英國政府對於美國法院之立場無法再繼續容忍，進而產生兩國之衝

突，並直接導致英國國會於同年以制訂「貿易利益保護法」 (Protection of Trading 

Interests Act 1980)，以為應對之措施，兩國之對立為之升高。 

    此一事件之後，美國之立法與行政機關復進行種種努力，試圖將管轄合理原

則之精神貫徹於反托拉斯法之適用中。首先在立法方面，國會透過 1982 年制訂

「境外貿易反托拉斯促進法」  (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 of 

1982)，對休曼法第 7 條予以修改，加入管轄權之主張應以行為對於美國國內貿

易、輸出或輸入貿易活動具有「直接、實質且合理可預見之效果」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 時為限之規定，以限制效果原則之不

當擴張適用，並減緩美國與其他國家因美國競爭法域外適用之主張而產生之緊張

關係。82
 其次在行政方面，美國 DOJ 以及 FTC 則共同制訂「反托拉斯國際執

行準則」，於該準則中對於管轄合理之原則予以納入考慮（後述）。 

    最後關於美國法院之判決值得一提者，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93 年於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案83
 ，對於涉及進口商業行為的司法管

轄權表示意見，成為其後相關判決之重要依據。依法院之見解，「休曼法適用於

意圖 (meant) 或事實 (in fact) 上，對於美國產生一定實質效果 (some substantial 

effect in the United State) 的外國行為。」故凡涉及進口至美國的商業行為，若被

認定直接或即將對於美國國內市場產生一定影響者，均可適用所謂之 Hartford 

                                                 
81

 參考 Frazer, supra note 19, p. 242; 陳秋華，同註 79，第 88 頁。 

82
 Ibid. 

83
 509 U.S. 764, 796(1993) 



 44 

Fire Test，而受美國之管轄。至於其實質效果之成立，將視個案事實而定。此一

見解亦為前述「反托拉斯國際執行準則」所採，作為執法機關判斷有關進口商業

行為之管轄問題的依據。 

(三) 執法機關之實務操作 

    接著應探討者，為美國之執法機關──包括美國 DOJ 以及 FTC ──對於

反托拉斯法之域外適用問題之實務見解如何。目前兩機關之有關立場，可以自 

DOJ 以及 FTC 於 1995 年共同制訂之「反托拉斯國際執行準則」（Antitrust 

Enforcement Guideline for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1995，以下簡稱「國際執行準則」

或「執行準則」）84
 中加以窺知。本執行準則原係由 DOJ 於 1977 以及 1988 年

所單獨制訂，後來兩機關為求對於反托拉斯法之國際執行與管轄問題之立場一

致，遂於 1995 年 4 月共同制訂上述執行準則。以下茲整理介紹本準則有關競爭

法域外適用之重點如下： 

1、基本立場─效果原則之採用 

    在有關涉外案件之司法管轄權一事上，執行準則在其本文 3.1 中認為，外

國人民之行為與交易發生於美國境內者，固應受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司法管轄 

(jurisdiction)；但反競爭行為若影響美國國內或國際貿易，其亦有違反美國反托

拉斯法之可能。故執行準則之基本立場，仍是採取效果主義。 

2、效果主義之修正─管轄合理原則與國際禮讓 

    執行準則在設定司法管轄之門檻時，綜合考量美國之立法、法院判例與行政

實務，採取管轄合理原則與國基禮讓之精神，將效果原則做適度之修正。85
 

    在有關休曼法與聯邦貿易委員會法 (FTC Act) 之適用，有兩大主要檢測原

則，可以對如何管轄權與外國有關的商業行為加以說明。首先，涉及由外國進口

的商業行為，應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 v. 

California 案中，所謂 「休曼法適用於意圖或事實上，對於美國境內產生一定

實質效果的外國行為」之檢測標準。86
 其次關於其他外國非有關進口的商業行

                                                 
84

 Reprinted in Areeda/Hovenkamp, Antitrust Law, 1996 Supplement, 1996, pp. 1005-1045. 
85

 主要見於執行準則之 3.1 司法管轄 (jurisdiction) 與 3.2 禮讓 (comity) 兩節。 

86
 執行準則在 3.11 中並舉案例說明之：外國公司 A,B,C,D 在不同國家從事生產，但均未於美

國生產、亦未設立子公司。此四公司以提高系爭產品的價格為目的於外國組成卡特爾，卡特

爾成員並將系爭產品實質銷售進入美國，其自然影響美國的總消費。本案例係卡特爾參與直

接銷售進入美國市場，其事實顯示行為人實際與意圖參與美國商業，美國則應明確的主張司

法管轄權，運用反托拉斯法上在 Hartford Fire 案的原則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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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則適用「境外貿易反托拉斯促進法」 (FTAIA) 之標準，即該行為若對於美

國之貿易產生直接  (direct)、實質  (substantial) 與合理可預測  (reasonably 

foreseeable) 的效果者，即有美國法之適用。域外之行為雖不涉及直接從事進口

貿易，但如對美國境內之進口交易或商業發生一定效果，則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

員會將適用 FTAIA 應用直接、實質與合理可預測的標準，檢驗其行為的違法

性。87
 對於涉外結合案件，執行準則於 3.14 中表示，克萊登法第 7 條係以規

範企業併購為目的。DOJ 與 FTC 將應用休曼法處理相關外國商業行為司法管

轄權的相同的原則，以處理克萊登法第 7 條的個案。88
 

    新執行準則中關於效果原則之修正最值得注意者，莫過於準則在 3.2 中提

出基於國際禮讓之原則，在決定管轄權時應衡量之事項。應考慮者有：(1) 有違

法嫌疑之行為於美國境內（相較於其在美國境外）所具有之相對顯著性。(2) 涉

入該行為或受其影響者之國籍。(3) 該行為有意或無意影響美國消費者、市場或

出口者。(4) 該行為之效果對於美國而言（相較於該行為在外國所產生之效果），

是否構成相對顯著性與可預測性。(5) 對於市場上既存之合理預期，該行為將對

其產生促進或妨礙之情形。(6) 與外國法律或明確之外國經濟政策相互衝突之程

                                                 
87

 執行準則復舉一案例說明之：同上例，外國公司 A,B,C,D 組成卡特爾，銷貨予中介者(與卡特

爾及美國無關)，但卡特爾卻知情，中介者將再銷售系爭產品至美國市場時即屬之。準則對於

本案例研討，認為雖然違法行為發生於進口之前，但仍應適用 FTAIA，DOJ 與 FTC 必須認

定該行為是否對於美國國內或進口商業產生直接、實質與合理可預測的效果以決定管轄權之

有無。 

執行準則接著並就不構成 Hartford Fire 或 FTAIA 上的司法管轄標準之情形舉一案例說明之:

若美國及其他國家均生產某些精巧機械 (widgets)，今有其他國家之業者協議成立卡特爾，提

高彼此間的價格至特定水準，但美國市場則排除在此協議規範之外，各業者在美國市場可獨

立自由訂價。惟卡特爾之成員為求穩定其效果，乃對美國市場超額供給，造成美國價格下跌，

但並無證據顯示該低價具有掠奪性。此一行為卻使得美國之相關業者縮編減產，總產量因而

下滑，對於新設或更新產能的投資亦告停擺。準則加以檢討認為：本案例應探討之管轄權問

題為，卡特爾協議可預期產生的經濟上效果以及成員獨立進入美國銷售之事實，是否能夠充

分支持美國之司法管轄權?準則認為，單純相關產品在美國的銷售或價格終將受到卡特爾協議

影響之事實，仍不足以構成 Hartford Fire 或 FTAIA 上的司法管轄標準。因此，在缺乏涉及

美國市場之協議時，以非掠奪性價格進入美國市場銷售者，將無反托拉斯法之適用。 

88
 執行準則在「案例說明 H」 (illustrative example H) 中，舉例加以進一步說明：一家歐洲事業

與另一家加拿大事業透過直接進口，於美國之特定產品銷售市場上共同具有一定實質之佔有

率。雖然二事業在美國沒有生產性資產，但二事業均於美國設立銷售辦公室，今兩事業進行

合併之協議，應如何處理？克萊登法第 7 條的文義包含涉外之結合，而 DOJ 與 FTC 評估發

生在美國外的合併行為美國是否具有司法管轄權的基礎，則在於該行為對於美國進口所產生

的效果。其次，換種情況，如果該合併計劃將對美國之出口商業產生效果，則評估於克萊登

法下是否有司法管轄權之方式，應與 FTAIA 的觀點一致。換言之，應注意該行為對美國國內

或進口商業，是否構成直接、實質與合理可預見的效果。準則認為，FTAIA 雖然未針對克萊

登法加以補充（而係補充休曼法），但國會於該法中，對於決定管轄時應考慮之來自於外國的

效果類型有所斟酌，可資參考。本案例在上述兩種情況，DOJ 與 FTC 均認為，在技術意義

之層面上，應構成克萊登法第 7 條之管轄權。惟如法律救濟之途徑不易主張時，DOJ 與 FTC 

也會設法尋求其他管轄機關之合作，此即所謂之積極禮讓 (positive co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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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7) 其他國家對利害關係人之執法活動，包括救濟之提出，可能會受影響之

程度。(8) 外國相較於美國之執行效率。執行準則指出，以上相關因素的權數，

須視個案的事實與其環境而定。 

    從上述美國競爭法執法機關所發布之執行準則即可得知，嚴格之效果主義雖

然能充分發揮保護國內競爭之精神，惟為避免與他國發生主權上之衝突，或不當

損害他國事業或政府之利益，在美國有以管轄合理原則修正效果主義之趨勢。此

一發展，毋寧是世界性的，從歐體與德國法對於效果原則之限制即可看到同樣的

發展軌跡。 

四、我國法對於跨國事業結合之規範 

(一) 結合管制之一般法律架構 

    公平交易法對事業結合行為採取許可制，結合對於市場之影響達一定程度

時，須向公平會申請結合之許可。公平交易法對結合之管制可分為三階段式之規

範架構，即第一階段之區別結合與非結合，即定義何謂「事業結合」（公平法第 6 

條）；第二階段之區別應受管制與不受管制之結合，即設定應申請結合許可之管

制門檻（公平法第 11 條）；以及第三階段之區別應予許可與不予許可之結合，

即設立實質判斷結合許可之一般標準（公平法第 12 條）。關於結合管制之一般

問題，因非本文之主題，乃不予詳論。 

(二)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涉外案件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法為我國國內法，原則上乃以發生在國內之行為為其規範對象。然

而，隨著世界經貿快速發展，案件含有涉外成分之可能性與日俱增，本法於此情

形有無適用餘地實不無疑義。公平交易委員會乃基於事實上之需要，訂定了「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涉外案件原則」89
 ，以為涉外案件處理之準據。 

                                                 
89

 公平交易委員會於民國 85 年 2 月 21 日第 227 次委員會議通過此處理涉外案件原則，而

於民國 87 年 10 月 28 日第 364 次委員會會議修正之。此一處理原則之內容如下： 

壹、 通則 

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外案件，特訂定本

原則。 

二、 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涉外案件時，除法令、國際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或另有國

際習慣法外，適用本原則規定。 

三、 本原則所稱涉外案件，係指檢舉人、被檢舉人、受調查人、申請人或請釋人有一為外國事

業之案件。  

貳、 涉外案件之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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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之涉外調查案件，應具中文檢舉書，載明下列事項，由檢舉人

署名： 

(一) 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之姓名、年齡、性別、國籍、職業、住所。檢舉人如係法人或其他

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年齡、性別、國籍、職業、住所，並檢附該法人、團體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代表人

或管理人之證明文件。 

(二) 被檢舉人違反公平交易法之事實。 

(三) 證據；證據文件如為外文，應檢具中文譯本。 

(四) 外國事業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有關事項，應委任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之代理

人辦理，並檢附委任書。 

五、 檢舉書不合前條程式，而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酌定期間通知檢舉人於一定期間內補正。 

檢舉人如為外國事業，本會於必要時得酌定相當期間請其提出中華民國人或團體得在其所

屬國享受同等權利之法令、慣例。 

檢舉人未依前二項所定期間補正者，本會得終止調查。 

六、 檢舉人應就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域外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

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度，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並須釋明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虞，本會方予受理。 

七、 外國事業檢舉本國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者，由本會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47 條規定意旨決定

是否受理；但未發現外國有排除保護我國事業之案例前，本會得依職權決定是否受理。 

參、 域外資料、證據之蒐集  

八、 本會得依下列途徑蒐集域外資料及證據：  

(一) 首須考量國內是否已有提供消息之來源，並尋求相關廠商協助取得可公開之資訊。 

(二) 函請相關外國事業自願性提供本會所需資料。 

(三) 詳列欲獲得之外國資料證據，函請外交部或經濟部駐外單位協助蒐集。 

(四) 依公平交易法第 27 條規定進行調查。惟應先就外國之主權作用、國際間之平等互惠

原則、以及本會強制外國事業配合所採之行政手段可否達到調查目的等等，做衡平考

量。 

(五) 透過民間組織、同業公會等其他途徑蒐集資料證據。 

九、 被檢舉之外國事業不配合調查者，本會得依既有資料、證據逕行認定，其有違法之虞者，

本會得通知檢舉人補強證據或再次通知被檢舉人配合調查。 

十、 外國事業之身分或所在地無法查證者，依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 透過商會、當地工商聯誼會、經濟部駐外單位等，代為查證。 

(二) 經查證結果，仍未能查得外國事業身分時，本會終止審理。 

十一、外國事業到會說明或答辯（含紀錄製作）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 依本會『調查案件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二) 通知外國事業到會說明或答辯時，案件承辦單位得簽請審查委員主持到會說明或答

辯。 

(三) 外國事業親自到會說明或答辯時，應提出該事業及其代表人（或管理人）之證明文件；

如係委任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之代理人到會說明或答辯，則應提出委任 書及代理

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 外國事業之代表人或代理人如未通曉中文，則應委由通曉中文之人員陪同到會說明或

答辯，該通曉中文人員除應出示委任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外，並應於相關紀錄上簽名。 

(五) 本會製作外國事業到會說明或答辯之紀錄，應以中文製作為主，並就該案待證事實製

作紀錄。 

(六) 外國事業提出之文書、證據如為外文者，並應附具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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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委員會此一處理原則主要可分：通則、涉外案件之受理、域外資料、

證據之蒐集、公文書之域外送達、行政處分之執行與附則等六部分。其中資料證

據之蒐集、送達以及執行較屬程序面之問題，本文於此不擬詳述。以下乃專就本

原則規範對象以及公平會受理涉外案件之原則分述如下： 

1、規範對象 

    公平會處理涉外案件原則第 3 點規定：「本原則所稱涉外案件，係指檢舉

人、被檢舉人、受調查人、申請人或請釋人有一為外國事業之案件。」 

    由此一規定內容可知，公平會涉外案件處理原則乃以相關當事人「有一」為

外國事業為其適用之前提要件，換言之，本原則處理對象乃「涉外」案件，至於

純粹之「域外」案件應如何處理，是否在本規則規範效力所及範圍，易滋疑義。

舉例而言，當當事人兩方均為外國事業或外國獨占事業濫用其在國內之市場地位

時，如認為不符合第 2 點之規定，本原則即無適用餘地。此一解釋會造成公平

                                                                                                                                            

十二、外國事業所提供之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應依本會保密相關規定，與本國事業為相同之處

理。 

十三、文書之認證：  

(一) 外國公文書： 

外國公文書之真偽由本會審酌情形認定之；但經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或

領事證明者，推定其內容為真正。 

(二) 外國私文書： 

外國私文書應由提出人舉證證明其真實性；但外國私文書經法院、公證人或駐外單

位認證，或經送達(被)檢舉人而無爭執者，推定文書為真正。 

肆、 公文書之域外送達  

十四、本會涉外案件之公文域外送達，得由本會將公文書囑請外交部轉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

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領事或政府派駐單位為之。 

無法依前項之規定辦理，或預知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得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為公示

送達或依其他適當之方式為送達。 

十五、涉外案件之公文書，毋須翻譯成英文，惟應須檢附英文簡介，說明該公文書之文件性質與

法律效果。 

十六、域外送達之文書為處分書者，應由承辦處視案情需要： (一) 將處分書主文委託製作英譯

本；或 (二) 將處分書全文委託製成英譯本。並於適當處加註『本件係依中文本譯成，如

因語文不同而有誤差，仍以中文本為準。』等意旨之英語文字，連同處分書正本及英文送

達證書等囑請外交部代為送達。 

伍、行政處分之執行 

十七、關於行政處分域外執行情形之後續追蹤，依八至十之規定蒐集資料、證據。 

十八、外國事業經本會處分逾期未繳納罰鍰者，本會得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伍、 附則 

十九、本原則於本會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之其他非涉外案件而有蒐集域外資料、證據之必要時

準用之。 

二十、本會為處理與域外有關事宜，得透過與我國訂有雙邊協定國家之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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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處理涉外案件原則將有闕漏不足之處，並不穩妥。整體公平法所需要者應不限

於狹義涉外（僅一方為與外國有關）之處理原則，而是包含純粹域外案件之處理

原則。故解釋上，所謂「有一」為外國事業，應指「至少有一」為外國事業而言。

將來在修訂本處理原則時，宜加以調整，以求精確，並杜疑義。 

2、管轄原則 

    公平會處理涉外案件原則第 6 點規定：「檢舉人應就被檢舉人在我國域內或

域外之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行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

度，提出具體事實及證據，並須釋明被檢舉人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虞，本會方予

受理。」 

    此一規定只是間接地規範檢舉人就涉外案件提出檢舉時，所應負之舉證及釋

明義務，而未明確規定就涉外案件之受理究竟採取何種原則。然而由規定內容「行

為或其結果對我國競爭秩序產生影響之程度」之用語觀之，似可推出本原則有採

取效果主義之精神。此一見解亦可自「公平交易委員會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第 2、3 點明文採效果主義之規定獲得佐證，蓋此二點規定所表彰之效果主義與

國際禮讓等原則應具有超越結合案件類型而適用於整體競爭法之可能性。 

(三)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域外結合案件之處理特於民國 89 年 8 月 3 日第 457 次

委員會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90
 （以下簡稱「域

外結合處理原則」）91
 ，相關規定分析如下： 

                                                 
90

 在本處理原則公佈前，公平會有關涉外結合案件之處理有兩號相關之解釋。公平會民國 81 年 

6 月 16 日公研釋 014 號解釋函指出，外國母公司於國外之合併行為，雖非公平會管轄範

圍，惟其於我國境內分公司之結合行為，對國內市場競爭環境可能造成影響，仍受公平交易

法之規範。此一解釋於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生效後，已停止適用。另一相關解釋為公平會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公研釋 095 號解釋，該解釋函指出，外國關係企業間於我國境外，相互移轉所

持有共同投資之台灣公司之股份，而有足以影響我國境內生產或銷售相關產品事業之競爭關

係之虞者，應向公平會申請結合，而於公平會涉外結合準則尚未研訂完成前，如企業集團從

事結合行為，則同意以集團企業之母公司代表提出結合案件之申請。此一解釋於域外結合處

理原則公佈後，仍有適用餘地，只是結合許可申請之程序與主體應依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

之相關規定辦理。公研釋 014 號解釋可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1 卷，第 5 期，

第 26 頁，民國 81 年 6 月 16 日；公研釋 095 號可參照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報，第 4 

卷，第 7 期，第 95 頁，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 

91
 公平交易委員會民國 89 年 8 月 3 日第 457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此一處理原則規定內容如下： 

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域外結合案件，特訂定本原則。 

二、 本原則所稱之域外結合案件，係指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符合公平交易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

可合理預見之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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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域外結合之定義 

(1) 說明 

    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第 2 點規定：「本原則所稱之域外結合案件，係指二以上

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結合，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

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者。」由此可知，本處

理原則基本上乃以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之純粹「域外」結合為其主要規

範對象。蓋對於此等域外結合，無論依屬地主義或屬人主義，公平法有無其適用

均有疑義，故特別明文予以規定。至於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他國領域內，而有合

致公平法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換言之即在我國公司與外國公司

（含分公司）之結合情形；以及外國事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

域內之關係企業或分公司間有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換言之即

外國母公司於我國境外結合，但影響及於我國境內之關係企業（子公司）或分公

司之情形等，依屬地主義原本即應有公平法之適用，惟為求明確依處理原則第 6 

                                                                                                                                            

三、 域外結合案件，應考量下列因素，決定是否管轄： 

(一) 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二) 結合事業之國籍、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 

(三) 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度及其預見可能性。 

(四) 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五) 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 

(六) 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之影響。 

(七) 國際條約、協定或國際組織之規範情形。 

(八) 其他經本會認為重要之因素。 

域外結合案件，如參與結合事業在我國領域內均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

他實質銷售管道者，不予管轄。 

四、 域外結合案件，有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於結合前先向本會申請許

可。 

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其銷售金額以該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及我國事業自

該外國事業進口產品或服務之金額核計。 

五、 依本原則第 4 點第 1 項須向本會提出結合申請者，由下列事業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 與他事業合併、受讓或承租他事業之營業或財產、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

者，為參與結合之事業。 

(二)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者，為持有或取得之事業。 

(三)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為控制事業。 

前項之申請人為外國事業時，應由外國最終控制母公司向本會提出申請。但在我國境內設

有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者，亦得由其關係企業、分公司或辦事處具名代向本會提出

申請。必要時，本會仍得命該最終控制母公司提出相關資料。 

六、 前二點之規定，於下列情形準用之： 

(一) 結合事業分屬我國及他國領域內，而有合致本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二) 外國事業於我國領域外結合，導致其所屬我國領域內之關係企業或分公司間有本法第 

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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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規定，亦準用處理原則中有關申請結合許可之規定。 

(2) 評析 

    相較於我國法，各國法制中對於域外結合之概念不予定義，僅規定何時有管

轄權者不乏其例，如德國與歐盟。我國明確定義之作法未必不佳，惟有待檢討的

是，處理原則第 2 點將「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

響」列為域外結合案件定義內涵之一，恐有混淆「定義」與「管轄原則」之弊。

概念上只要二以上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外結合，而符合公平法第 6 條對結合之

定義者，即屬域外結合案件。至於判斷公平會對於域外結合案件是否有管轄權

時，才應考量結合對我國市場是否具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兩者似

不宜混為一談。混淆之弊尚不僅止於概念層次之問題而已：依處理原則第 3 點

第 2 項之規定：「域外結合案件，如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領域內，均無生產或提

供服務的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者，不予管轄。」產生矛盾的

是，既然域外結合在定義上其結合效果必須對我國市場具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

預見之影響，則參與事業（所有參與者），於我國境內均無生產或提供服務設備、

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之情形，實難想像，縱使有之，亦屬極為少數

之例外。排除管轄之規定本有其必要，惟如定義中就納入結合對我國市場所產生

效果之考量成分時，因已涵蓋所有公平法將管制之域外結合，故對於管轄排除之

規定在功能上、邏輯上有排斥之作用。為明確定義域外結合、避免與結合影響混

淆，並使第 3 點有較週延的管轄規範，本文建議將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的影響者」改列入第 3 點

作為管轄之要件。修正後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第 3 點為：「域外結合案件之管轄，

以其結合效果對我國市場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者為限，並應一併考

量下列因素，以決定是否管轄：(1) 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的相對

重要性…（以下同於處理原則第 3 點）。」 

    關於處理原則之規範對象除上述問題外，「直接、實質與可合理預見」的認

定標準雖可參酌關於國際禮讓分析及利益平衡原則的解釋，但要件本身終究仍屬

相當模糊，將來仍須發展出較透明化、可操作性的評估標準，業者才較知何去何

從。此外，跨國結合之定義能否涵蓋理論上以及我國現有跨國結合之類型，是否

有適當予以擴充使更完備之必要，亦值考慮。92
 

                                                 
92

 我國跨國結合案件中以交易主體及交易形式分類，其類型如下：(I) 國內企業購併外國企業或

受讓其在台股權者有 8 件。(II) 外國企業購併國內企業或與國內企業結合者有 18 件。 (III) 

外國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改變在台分支機構的股權結構者有 10 件。(IV) 外國企業間受

讓其在台分支機構或股權者有 3 件。(V-1) 外國企業集團境外結合，改變在台分支機構與母

公司之隸屬關係者有 8 件；(V-2) 外國企業於境外結合，其於我國境內商業活動達申請門檻

者有 1 件。(VI) 國際合資企業，台方股東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者有 1 件。上述跨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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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轄原則─限制的效果原則 

(1) 效果原則之採納 

    公平會鑑於全球經貿自由化、國際化之趨勢及競爭法所規範商業行為本質之

跨國性、效果影響之國際性等特質，故認有關限制競爭之管轄規範似不宜過於設

限，乃參酌美國效果原則修正之「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效果 (direct、

substantial and reasonably foreseeable effect)」作為本法域外適用之處理原則。由

於處理原則之適用前提須域外結合案件對我國市場具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

見之效果」，故在域外結合案件發起於國外，主要限制第三國，對我國只有附帶

間接影響之情形即無適用餘地。 

    本處理原則採取效果主義作為域外案件管轄之基本原則，與世界立法潮流應

屬一致。然而效果主義所受到的批評，如忽視他國之立場與利益及標準過於模糊

不清等缺點，自有待克服。就前者而言，本處理原則第 3 點採納國際禮讓原則

以為限制，但就標準過於模糊之缺點，仍宜改善，將來有賴公平會於具體案例適

用時逐漸累積處理經驗與模式。另外可考慮者為，是否只要涉外結合案件對國內

市場具有「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者，我國對之即應主張管轄權，而無須判

斷效果是否「直接」。蓋一則國際經濟之互動常相當複雜，有時非針對我國之措

施亦可能產生相當之國內影響；二則亦不必擔心不採直接之標準我國之管轄範圍

會過度擴張，因為處理原則第 3 點之八項考量因素，仍可援用，以資限制。 

(2) 效果原則之限制 

    為避免效果原則過度擴張致忽略他國之立場與利益而引起不必要之爭議，依

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之規範目的，效果原則之適用須考量禮讓分

析及利益平衡原則而受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限制。 

    公平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域外結合案件，應考量下列因

素，決定是否管轄：(1) 結合行為對本國與外國相關市場影響之相對重要性。(2) 

結合事業之國籍、所在地及主要營業地。(3) 意圖影響我國市場競爭之明確性程

度及其預見可能性。(4) 與結合事業所屬國法律或政策造成衝突之可能性程度。

(5) 行政處分強制執行之可能性。(6) 對外國事業強制執行的可能性；(7) 國際條

約、協定或國際組織的規範情形；(8) 其他經公平會認為重要的因素。」此一規

定對於管轄權之發動考量國際禮讓原則，如第 1 款至第 4 款，及事實上之限

制，如第 5 款、第 6 款有關強制執行之問題等，並於第 8 款設概括規定，可

考量因素諸如域外救濟之可能性、相關國對該問題是否締結條約、公平會許可命

                                                                                                                                            
類型是否均為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第 2 點或第 6 點所能盡括，值得考慮。將來如欲維持對於

跨國結合定義，自宜有週延的規範以盡可能涵蓋所有的跨國結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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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可產生之效果、行使管轄權對我國外交關係之影響等而為彈性處理，93
 此對

於效果原則可能受到有關侵犯他國主權之批判有所因應，亦與各國近年來致力於

使域外案件管轄權發動合理化之趨勢一致。 

(3) 管轄權之自我設限 

    公平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域外結合案件，如參與結合事業在

我國領域內均無生產或提供服務之設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經銷管道

者，不予管轄。」本規定之實質意義，在於執法機關對於域外結合案件行使管轄

權之自我設限。惟此一良法美意，因本規定與域外結合之定義規定所產生之排斥

效果而大打折扣，此問題前文中已予論述，不再重複。 

3、管制方式─事前許可制 

(1) 申請義務 

    域外結合處理原則對於域外結合案件之管制乃採事前許可制，與管制國內結

合案件相同。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規定：「域外結合案件，有本法第 11 條

第 1 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於結合前先向本會申請許可。」並於第 2 項規

定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銷售金額之計算方式，即「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其銷售

金額以該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及我國事業自該外國事業進口產品

或服務之金額核計。」上述有關申請義務之規定可檢討如下： 

(A) 相關市場之劃定 

    處理原則第 6 點第 1 項規定可知，域外結合案件有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即應依第五點規定，向公平會提出許

可之申請。然而，公平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乃以市場占有率作為事業

結合時應否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判斷基準。但在跨國結合案件，相關市場應如

何劃定，本處理原則卻未作進一步之說明。公平會如欲利用市場占有率作為域外

結合案件應否提出申請之計算標準，對於相關市場該如何劃定似應有更明確之指

示。否則在可預見之未來，跨國結合案件申請許可之管制將多以公平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3 款銷售金額之規定作為處理依據，第 1、2 款規定之適用將有障

礙，致該規定成為具文。 

(B) 在我國銷售金額之完整計入 

    參與結合之外國事業件申請許可時，其銷售金額之計算，依處理原則第 4 點

第 2 項之規定僅計入兩項金額，即該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內之銷售金額，及我

                                                 
93

 參閱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第 3 點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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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事業自該外國事業進口產品或服務之金額。至於應否計入第三國事業之進口金

額，則未臻明確。為週延計算參與結合的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內（自行、經本國

事業與經第三國事業）的銷售金額及進口金額，宜完整計入第三國事業的進口金

額。因此，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茲建議修正為；「參與結合的

外國事業，其銷售金額以該外國事業在我國領域內的銷售金額，及我國或第三國

事業自該外國事業進口產品或服務的金額核計。」 

(c) 事業國際營業額之納入門檻考量 

    強而有力的國際競爭者，在策略上經常以跨國結合作為進入他國市場之策

略。因此於決定跨國結合對國內市場之影響時，其國際競爭實力之表徵─國際營

業額，以及我國合作夥伴的國內市場占有率，均是考量對我國市場可能產生衝擊

的重要指標。故若僅以外國事業在國內市場之銷售額為計算基礎，將有忽略國際

上潛在競爭者的危險。蓋國外事業目前在我國之銷售額不高或甚至全無，並不代

表該事業或該結合不會影響國內市場之競爭。例如歐體「共同體規模」之認定標

準，亦不以歐體內之營業額為限。因此建議在計算外國事業之銷售金額時，應考

慮事業之國際營業額，以充分反應跨國事業結合對我國市場的可能衝擊。 

(2) 申請主體 

    公平會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5 點就申請主體加以規定。第 1 項規定乃

是配合公平法施行細則第 7 條有關應申請結合之事業而為之規定，較無疑義。

第 2 項則是參考美國 FTC 結合申請規則而定，明文規定當申請人為外國事業

時，原則上應由外國最終控制母公司向公平會提出申請。但考量跨國企業組織規

模之龐大與複雜性，並為解決實務上對於主體認定之困難，處理原則明定得由我

國境內之關係企業或分公司具名代向公平會提出申請，但公平會基於公平法第 

27 條之職權，仍得斟酌個案情形，於必要時命該境外之母公司提出相關資料，

以利公平會為許可決定時之審酌參考。94
 

4、小結 

    域外結合處理原則之頒佈，使得我國處理跨國結合之規範有所依據，為我國

競爭法之發展再添一塊重要的里程碑。本處理原則雖未就執行、證據蒐集、文書

認證與送達等事項規定，惟相關事項應可適用公平會涉外案件處理原則加以解

決。未來執法機關似應繼續就處理原則中不夠清楚或完備之處予以充實，特別是

衡量效果原則之抽象概念的具體化，以使管轄權之界線明確，尤為重要。另外，

與他國執法機關建立合作關係並尋求加入有關之國際組織，亦為解決跨國競爭法

                                                 
94

 參閱域外結合處理原則第 5 點之規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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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重要步驟，不應忽視。 

伍、相關國家跨國事業結合案件分析 

    跨國結合的特性在於其行為或結果涉及不同的管轄領域，其所衍生而來的管

轄、市場、競爭、福利等議題，涉及範圍與相關處理程序與國內結合有所不同。

本研究曾分別就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1997 年美商波

音公司購併美商麥道公司案、1997 年英商 BT 合併美商 MCI 案以及台灣近年

來相關跨國結合案例做較詳細之分析，惟因限於篇幅，無法將其完全納入本文，

有興趣之讀者請參考公平會委託研究報告全文。95
 以下分別僅就跨國結合定義

與管轄、申請門檻及相關產品市場與地理市場的認定、實質判斷要件等議題，整

理國內外相關案例，摘要進行比較分析。 

一、跨國結合的定義與管轄 

    跨國結合首重清晰的定義，或如歐體以結合管制規則定義一體適用，或如我

國以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定義域外結合案件及準用型態。在清晰的定義下，配

合域外管轄原則決定所須管轄的案件，各國所採的域外原則雖不盡相同，但多為

效果原則或合理管轄原則；此外，競爭法域外管轄權必須考慮禮讓及公平、意圖

影響商務交易的程度及效果、衡量與外國法的衝突程度、執行的可行性與被控違

法的重要性等。 

(一)、跨國結合的定義 

    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3 條乃關於企業結合定義的規定，事業結合乃市場經

濟力量的整合，故歐體結合管制規則著重於經濟力集中的管制，事業結合須符合

結合規則第 3 條第 1 項所定義的「集中」，始屬歐體結合管制規則規範的對象。

如 1997 年英商 BT 合併美商 MCI 案，美商 MCI 成為英商 BT 的子公司，

符合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a 款對集中的定義。如 1997 年美商

波音公司與美商麥道公司結合案，該結合行為使波音公司取得麥道公司完全的控

制權，應符合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集中的定義。 

     我國對於結合的定義規範於公平法第 6 條第 1 項，但為避免事業利用關

係事業規避適用公平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應將與該事業具有控制或從屬關係

                                                 
95

 參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 年度合作研究計畫—跨國事業結合競爭相關問題及其經濟影

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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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計入。而公平法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2 點則規範域外結合的定義，

第 6 點則為準用條款。我國跨國結合依公平交易法第 6 條第 1 項之定義分類

為：(1) 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者有 3 件；(2) 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者有 28 件；(3) 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者有 12 件；(4) 符合第 6 條

第 1 項第 5 款者有 9 件。符合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義者為我國跨國結合

的大宗，佔所有跨國結合案件二分之一以上。 

(二)、跨國結合的管轄 

    歐體部長理事會於 1989 年 12 月 21 日通過理事會第 4064/89 號歐體結

合管制規則，並於 1990 年 9 月 21 日生效。結合行為是否適用歐體結合管制

規則，須該結合行為符合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b 款的「結合行

為」定義，以及第 1 條第 2 項「共同體規模」的要件。如 1990 年法商雷諾汽

車與瑞典商 VOLVO 結合案，乃歐體結合管制規則制定後，所發生的第一件結

合案例。如 1997 年美商波音公司購併美商麥道公司案，雖當事人雖均屬美商公

司，但美商波音公司取得美商麥道公司完全的控制權，該結合行為符合歐體結合

管制規則第 3 條第 1 項的結合行為定義，且達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1 條第 2 

項的共同體規模，歐體執委會審查認定屬於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的適用範圍。 

     我國公平法域外結合案件處理原則第 3 點參酌美國效果原則，納為域外適

用的處理原則；為避免效果原則過度擴張，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域外結合案件處

理原則適用上考量國際禮讓原則，參考美國 FTC 與法院於權衡行使管轄權時所

考量的禮讓分析及利益平衡原則，並參酌美國法院及澳洲對境外結合事業的管轄

趨勢。域外結合案件，若參與結合事業於我國領域內均無生產或提供服務的設

備、經銷商代理商或其他實質銷售管道者，不予管轄。 

二、申請門檻及相關市場 

    事業結合許可門檻的判定，主要在於相關產品市場及地理市場的認定。首先

認定相關產品或服務的範圍以決定規範的標的，確定相關產品市場後，再據以判

定受影響的地理範圍。跨國結合相關事業的經營涉及不同領域、產品種類繁多，

申請門檻相關市場劃定有別於國內結合的單一領域，如產品或服務市場的界定，

產品的特質將影響地理市場的劃定，或為國內、或為全球市場，事業營業額以國

際或國內市場為計算基準，以及市場占有率的認定等重要議題。 

    歐體所管轄的結合案件必須符合歐體結合管制規則第 1 條第 2 項「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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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要件。我國公平法結合的申請門檻規範於第 11 條第 1 項，域外結合

案件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亦規定：主管機關對於跨國結合案件在市場佔有率

或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的認定，參與結合的外國事業，其銷售金額以該外國事業在

我國領域內的銷售金額，及我國事業自該外國事業進口產品或服務的金額核計；

而相關結合事業在海外的相關市場佔有率或銷售金額則供參考。歐美與我國跨國

結合之相關市場界定之比較，整理歸納於表 14。 

(一)、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 

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係結合門檻認定的基礎，確定相關產品市場後，再據以

判定受影響的地理範圍。產品或服務市場的大小，直接衝擊影響的層面，進而影

響市場競爭及整體經濟利益的判定。歐體以核心事業主要營業市場、產品價格數

量及結構、營運活動、服務特點及地域、市場共同基礎等，作為界定產品或服務

市場的依據。而美國於認定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時，主要以產品特質及用途、營

業活動、生產製造、以及服務地域等作為界定的依據。我國則以結合當事人於我

國市場的相關營業產品或服務為主。綜言之，各國認定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的主

要考慮因素包括：(1) 生產或銷售；(2) 主要營業市場；(3) 服務特點；(4) 服務

地域；(5) 產品用途；(6) 產品價格、數量及結構。 

例如，1990 年法商雷諾汽車與瑞典商 VOLVO 結合案，美國司法部以產品

製造、經營市場為依據認定產品或服務市場；而歐體執委會則以生產、銷售、市

場共同基礎為主。1991 年 TNT 與加商 Canada Post 結合案，歐體結合管制小

組以服務特點及服務地域為認定依據。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

合案，美國 FTC 以服務地域、歐體執委會則以 NewCo 主要的加值電信服務市

場為認定的依據。1997 年美商波音公司與美商麥道公司結合案，美國 FTC 以

產品用途為認定的依據，而歐體執委會則以產品價格、數量及結構為認定的依據。 

此外，1996 年台灣 IBM 公司兩結合案，我國公平會認定台灣 IBM 以資

訊軟硬體設備及維護服務等為其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而環緯及廣通公司則以加

值電訊網路服務為市場，兩者相關產品市場或服務市場並不相同，係屬多角化結

合。1997 年台聯國際投資等公司直接及間接承購百慕達商斐圭亞公司對亞洲聚

合等公司持股案，台聚化學等同屬石化業不同階段產品製造商，我國公平會認定

台聚化學公司與亞聚公司以低密度聚乙烯為主要產品市場。1998 年美商花旗公

司吸收合併美商旅行者集團案，我國公平會認定美商花旗公司及美商旅行者集團

於境內的從屬公司的主要營業市場為相關產品或服務市場。 

(二)、相關地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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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結合相關地理市場有別於國內結合，事業營業範圍涉及不同領域，地理

市場的劃定不拘泥於單一市場，主要視其產品特質、相關標準及影響效果而定。

歐體以優惠措施及進入障礙、價格服務及市場行銷、跨國聯盟及服務的對象、可

行的替代選擇及費率拆帳體系、市場資源、競爭情況與運送成本等，作為界定產

品或服務市場的依據。而美國於認定相關地理市場時，主要以產品特質及用途、

規劃經營範圍、服務對象等作為界定的依據。加拿大則以安全與發照標準，劃定

相關地理市場。我國則以境內的相關營業產品或服務市場為主。綜言之，各國認

定相關地理市場的主要考慮因素包括： 

例如，1990 年法商雷諾汽車與瑞典商 VOLVO 結合案，美國依服務對象認

為相關地理市場為全美國。加拿大則認為，因美國與加拿大對於安全與發照標準

有所不同，故凡符合加拿大相關的安全與發照標準者，以加拿大為相關地理市

場；若汽車同時符合美加的安全與發照標準者，其相關地理市場為美加地區。而

歐體執委會則認為，公車市場各國皆有相當的購買優惠，對其他會員國競爭者形

成高度妨礙，歐體執委會即以各國市場為地理市場。 

此外，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美國以規劃經營範圍

為相關地理市場；歐體執委會基於電信跨國聯盟的不斷增加，服務的對象是不分

國籍的，認定相關地理市場應為全球市場。 1997 年英商 BT 購併美商 MCI 

案，歐體執委會基於需求者的替代選擇、供給者於費率及拆帳體系成本，認為不

同國際路線皆可劃分不同的地理市場；至於視訊會議需求者，由於傾向於選擇國

內業者提供服務，故視訊會議的市場規模通常為一個國家。 

再者，1997 年美商波音公司與美商麥道公司結合案，美國 FTC 依服務對

象認為商用飛機製造以全球為市場，國防工業則以美國為主。歐體執委會依據全

世界銷售與營運的競爭情況，以及可忽略相關運送成本，而認定相關地理市場為

全球市場。然 1999 年丹麥商史文博格公司及丹麥商 1912 公司與美商海陸運輸

公司結合案，我國公平會主要以國內市場進行認定，並參酌海運服務的國際性及

其市場佔有率。相關外國企業於境外進行航線合作、全球性聯營及結合，主要為

因應國際貨櫃航運市場競爭；在國內市場則以高雄港及西部三大國際港的作業量

為主。 

 

 

表 14  歐美與我國跨國結合之相關市場界定 

 歐  體 美  國 我  國 

相關產品市場 
*核心事業營業市場 

*產品價格、數量及結構 

*產品特質及用途 

*營業活動 

*結合當事人於我國市場

的相關營業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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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活動 

*服務特點及地域 

*市場共同基礎 

*生產製造 

*服務地域 

為主 

相關地理市場 

*優惠措施 

*進入障礙 

*價格服務、市場及行銷 

*跨國聯盟服務對象 

*可行的替代選則及費率

拆帳體系 

*市場資源 

*競爭情況與運送成本 

*產品特質及用途 

*規劃經營範圍 

*服務對象 

*以境內的相關相關營業

產品或服務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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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國結合的實質判斷要件 

    跨國結合改變市場結構，可能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不利益，惟跨國結合亦可

能加強企業經營效率，進而提升整體經濟福利。歐美與我國跨國結合實質判斷要

件之比較，整理歸納於表 15。以下就各國相關案例依跨國結合可能造成之各種

限制市場競爭之不利益以及提升整體經濟福利之利益分別說明之。 

(一) 限制市場競爭 

    歐體認定結合對市場限制競爭的判斷要件主要為：提昇競爭優勢、強化市場

支配地位、市場進入障礙、排他性的相互授權、非競爭條款及購買義務、獨占經

銷權及失權條款等。而美國則以提昇競爭優勢、減損競爭效果、強化市場支配地

位等為判斷要件。我國則為國內產製能力、市場進入障礙、許可經營者是否為市

場上直接競爭關係等。相關案例分別說明如下： 

1、提昇競爭優勢、減損競爭效果 

    事業藉由跨國結合整合強化事業於國際或國內的相對競爭優勢，交換商業機

密資訊，分享規劃、價格、設備、網路及交易條件等，將更有誘因及能力，運用

其於特定領域的絕對優勢地位，減損其他競爭者的競爭效果及吸引力，例如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 

2、強化市場支配地位 

    跨國結合具有增加市場占有率、減少市場競爭者、增加顧客群、利用結合事

業的產能等強化市場支配地位的效果。此將使得結合後的事業體能夠限制或控制

新經營者進入市場的機會，結合對市場競爭確實將造成妨礙。如 1997 年美商波

音公司與美商麥道公司結合案，歐體執委會認為美商波音公司結合美商麥道

公司商用飛機業務、國防及航太業務等，透過財務資源的增加、獲得公共

資金研發、智慧財產權資產組合的取得、對於第三承製廠商交易力量的增

強及增加締結補償交易及搭配交易機會等方面增強其支配地位。 

3、市場進入障礙 

    若市場快速成長係基於既有服務的基礎下，而使得現有顧客增加對服務需

求，則新的業者對於既存業者已建立的名望及服務經驗將難以形成挑戰，而市場

將不見得變得容易進入。然而廠商若濫用反傾銷控訴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則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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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阻斷新競爭者進入市場，例如 1997 年英商 BT 購併美商 MCI 案。再如 

1997 年台聯國際投資等公司承購百慕達商斐圭亞公司對亞洲聚合等公司持股

案，具結絕不直接或間接透過關係企業，濫用反傾銷控訴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斷

進口。 

4、排他性的相互授權 

    廠商若採取排他性的相互授權，將使參與事業享有不受區域限制的專利及 

know-how 使用權，並孤立共同體業者的技術支援，如此即明顯對競爭將有不利

影響。例如，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歐體執委會指出：

英商 NewCo 被視為英商 BT 與美商 MCI 欲共同使用其各自擁有的智慧財產

權及交換實施授權的工具。 

5、非競爭條款及購買義務 

    在不確定性與冒險性的新興市場中，廠商於進入市場開始營運的初期，可能

遭受實質上的損失。若透過業者間的非競爭條款，有利於結合活動的進行；另亦

得藉由敞商間購買義務的協議，以確保穩固的資金收入，並提昇其在市場的地位

與聲望。例如，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歐體執委會指

出：在具有不確定性與冒險性的新興加值服務市場，使得英商 NewCo 在進入市

場後，開始營運的前幾年可能遭逢實質損失。非競爭條款使英商 NewCo 成為其

合資企業，以利結合活動的進行。購買義務主要目的在確保英商 NewCo 具有穩

固的資金收入，並提昇其在市場的地位與聲望。 

6、獨占經銷權 

    廠商間的獨占經銷權指定行為，可能阻斷其他的服務來源，並不利於市場競

爭。如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歐體執委會指出：英商 

NewCo 指定英商 BT 為其在 EEA 的獨占經銷商，該指定行為將阻斷 EEA 其

他服務來源，而不利於市場競爭。而失權條款將對 EEA 將造成明顯影響，不能

再只被視為英商 BT 對美商 MCI 的投資行為，或是與英商 NewCo 的合作關

係。 

(二) 整體經濟利益 

    歐體跨國結合關於整體經濟利益的判斷要件主要為：垂危廠商、強化企業經

營能力、消費者多元選擇及降低企業經營風險等。而美國則以垂危廠商、保障就

業及利害關係人的權益、透明化、保密及修正等為判斷要件。我國亦考量垂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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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市場進入障礙、掌握料源、以更經濟的方式取得專業知識、整合資源拓展國

際市場、市場競爭及價格合理化等。相關案例分別說明如下： 

1、垂危廠商 

    若以挽救垂危的廠商或部門而進行結合，似乎對於市場不致構成威脅，且將

有效保障就業及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如 1990 年法商雷諾汽車與瑞典商 VOLVO 

結合案，美國司法部最後基於 Mack 公司財政危機狀況的關鍵因素考量許可結

合。再如 1997 年美商波音公司與美商麥道公司結合案，結合動機在於透過結合

以挽救垂危的美商麥道公司或垂危部門。96此外， 1993 年台南紡織等與台灣王

安電腦公司結合案，係垂危事業結合，目的在於確保各該公司、投資人、受僱人

及關係人之利益。 

2、以更經濟的方式取得專業知識 

    結合之目的可能在於以更經濟的方式透過國際資金、專業技術與實務經驗的

移轉，取得專業知識、技術支援與行銷通路。例如， 1993 年日商錠川鋼鐵公司

與盛餘公司結合案，以技術移轉提高產品品質，強化市場競爭力。 1996 年日商

豐田自動車殊式會社與國瑞汽車公司結合案，則以資金挹注及技術提供合製汽

車，有利於生產體系投資趨於一元化。 1996 年台灣 IBM 公司兩結合案，以更

經濟方式取得專業知識、技術支援與及行銷通路，拓展新的營業領域，分散經營

風險，增強市場競爭力。再如 1998 年美商英代爾公司吸收合併美商晶技開發公

司案，結合事業在技術開發及產品銷售上，屬合作關係。藉由併購取得產製技術，

以提升產品之功能及性能。 

3、整合資源拓展國際市場 

    有時結合可以改善企業經營體質，擴大利基並提昇企業競爭力，整合資源拓

展國際市場。例如， 1994 年瑞士商雀巢公司與福樂食品公司結合案，結合目的

在於改善企業體質，並經由雀巢集團行銷網產銷貿易。 1999 年丹麥商史文博格

公司及丹麥商 1912 公司與美商海陸運輸公司結合案，結合目的則在於提昇經營

效率、強化財務結構及規模經濟效果，兼具節省成本、運送時間與涵蓋面廣大等

效能；有助於亞太營運中心之推動，並提高轉運業務。再如 2000 年高銀化工與

新加坡商高銀安科智諾貝爾化學公司案，結合目的在於強化我國 DCP 產品於國

際市場的競爭力。 

4、強化企業經營功能 

                                                 
96

 惟 Azcuenaga 委員對於美商麥道公司是否係垂危廠商不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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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亦可藉由結合聯結科技、網路、資源及產銷，以經濟的方式提供最新服

務，強化企業經營功能。例如，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

歐體執委會認同：透過英商 BT 與美商 MCI 科技、網路的結合，將使英商 

NewCo 得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提供最新服務，促使歐體電信服務、科技及經

濟益加進步。1997 年澳商金士奇資源公司擬以兩階段方式持有安鋒鋼鐵公司全

部股權案，得以掌握所需料源及合理的產銷。 

5、降低經營風險 

    企業結合專長以開拓新市場，充份運用資源，克服使用者的產品服務需求，

並藉以降低經營上的風險。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歐體

執委會認同：英商 NewCo 的設立對英商 BT 與美商 MCI 進入相關市場而

言，具有排他性經銷協議及失權條款的不可或缺的意義：使英商 BT 與美商 

MCI 的產品行銷節省相當的時間勞力、減少風險並克服大型跨國公司或其他國

際性使用者所提出的產品服務需求。 

6、消費者多元選擇 

     企業經由結合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並於相關市場發展新的服務組合，促

使消費者從中獲得更便捷的服務利益，以及更加多元的可能選擇性。例如， 1994 

年英商 BT 取得美商 MCI 股權結合案，歐體執委會認同：英商 NewCo 的設

立將促使相關市場的競爭，電信服務組合的發展及新服務的提供，將使其企業經

營更具效率，而使消費者獲得更快速傳輸服務的利益，以及選擇可能性更加多

元。再如 1993 年台灣卜蜂公司與時時樂食品公司結合案，結合目的在於強化市

場競爭力及消費價格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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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歐美與我國跨國結合之實質判斷要件 

 歐  體 美  國 我  國 

限制市場競爭 

*提昇競爭優勢 

*強化市場支配地位 

*市場進入障礙 

*排他性的相互授權 

*非競爭條款 

*獨占經銷權及失權條款 

*潛在競爭 

*提昇競爭優勢 

*減損競爭效果 

*強化市場支配地位 

*市場進入障礙 

*許可經營者是否為市場

上直接競爭關係 

整體經濟利益 

*垂危廠商 

*市場支配地位及又有效

競爭 

*強化功能 

*消費者多元選擇 

*垂危廠商 

*保障就業及利害關係人

的權益 

*透明化、保密及修正 

*垂危廠商 

*掌握料源 

*以更經濟的方式取得專

業知識 

*整合資源拓展市場 

*市場競爭價格合理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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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國企業跨國併購活動日趨蓬勃發展，台灣地

區近年來也掀起新一波的併購熱潮。跨國併購已成為各國進行國際直接投資之主

要策略。跨國併購活動主要集中在 OECD 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

德國、荷蘭、日本等對外投資大國，同時也是最積極從事跨國併購之國家。1990 

年代美國與歐洲企業跨國併購活動，主要集中在貿易相關產業以及機械、電子與

電力設備、化學、金屬與電腦軟體等產業。台灣地區自民國 81 年 2 月至民國 89 

年 8 月跨國結合共有 49 件，佔總件數比重僅約 1%，相對於美國情況（跨國結

合比重約 25%），似有甚大發展空間。 

    在一開放經濟體系，評估企業結合造成之「限制競爭不利益」與「整體經濟

之利益」，必須注意這些受害者或受益者究竟是本國生產者與消費者，還是外國

生產者與消費者。與封閉經濟體系不同的是，在評價企業結合之利弊時，可能有

一些必須特別考量之因素：例如，合併廠商係屬於出口產業或進口競爭產業、合

併對本國廠商出口競爭力之影響、國內與國外之「相對」市場結構、合併後廠商之

股權結構等等。 

    有關管制跨國結合之法制，各國經過多年之發展後，目前基本上是以採取修

正之效果主義（管轄合理原則）為主要趨勢：即一方面肯定只要跨國結合對於國

內市場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即有內國法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強調，對於內國市

場必須有直接、實質且可合理預見之影響始可，且應受國際禮讓、不干預他國內

政、不濫用一國法權、衡量內外國利益等國際法原則之限制，以期能兼顧內國競

爭秩序與他國之政策利益。 

    我國在有關涉外之競爭法制上，公平會亦先後訂定涉外案件處理原則以及域

外結合處理原則，為我國競爭法之發展再添一塊重要的里程碑。未來執法機關似

應繼續就處理原則中不夠清楚或完備之處予以充實，特別是加強衡量效果原則之

種種抽象概念的具體化與類型化，以使管轄權之界線明確，並使人民知所遵循，

尤為重要。另外，與他國執法機關建立合作關係並尋求加入有關之國際組織，亦

為解決跨國競爭法問題之重要步驟，實不應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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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1 810819 

日商第一勸業銀行台北分行受讓

美商華盛頓太平洋銀行高雄分行

主要部份營業、資產及債務。 

1(7), p.22-23  81 - 002 

(6-1-3) 

(11-1-3)* 

水  平 

金融業 
(1).繼續提供金融服務。 

(2).維持就業效果。 

(1).地區金融市場競爭事業家數

不變。 

(2).市場佔有率不高，對市場影響

有限。 

IV 

2 820104 
荷商荷蘭安利銀行概括承受荷商

荷蘭銀行在臺分行資產負債。 
2(1), p.33-34 82 - 001 

(6-1-3) 

(11-1-3)* 

水  平 

金融業 

(1).提供更完整金融服務。 

(2).提昇國際金融靈活操作

性，落實建立國際金融中心

之金融政策。 

(1).規模、營業與任用人員均未改

變，對市場競爭行為無不利影

響。 

III 

3 820311 
臺灣菲利浦電子公司吸收合併臺

灣菲利浦光碟科技公司。 
2(3), p.31-32 82 - 005 

(6-1-1)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改善企業財務結構、精簡組

織、便於管理。 

(1).僅改變經營主體，其市場地位

不變，對產業競爭影響有限。 
III 

4 820605 

誠洲公司受讓德記事業公司 51%

股權。 

*透過海外德記國際公司直接控

制英商德記洋行，並透過該公司

間接控制英商德記洋行臺灣分公

司、巴拿馬商德記興業公司臺灣

分公司、巴拿馬商德亨國際公司

臺灣分公司等業務經營控制權。 

*透過海外德記國際公司直接控

制安德資訊公司之業務經營。 

2(6), p.46-47 82 - 018 

(6-1-2) 

(6-1-5)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貿易業 

(1).產業多角化，拓展經營規

模。 

(2).多元化以分散經營風險。 

(1).結合事業所屬市場不同，且各

項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均不

高，應無直接影響效果。 

(2).所處市場廠商數維持不變，對

特定產品市場競爭程度影響

有限。 

I 

5 820916 

*台南紡織、統一企業與南紡企業

取得台灣王安電腦公司有表決權

股份 1/3 以上。 

2(9), p.34-35 82 - 061 

(6-1-2) 

(11-1-3) 

多角化 

紡織業 

食品流通 

資訊業 

(1).垂危事業結合，確保各該公

司、投資人、受僱人及關係

人之利益。 

(1).結合後參與經營之市場佔有

率並未提升，無市場結構趨向

集中現象。 

I 

6 820916 
*台灣王安電腦公司取得安源公

司 51%股權。 
2(9), p.36-37 82 - 062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業務有其差異，市場佔有率不

在前四大事業之列，結合對資

訊業競爭影響有限。 

I 

 



 

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一)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7 820925 

三井工程、國泰人壽及國泰建設

直接控制第一信託投資公司之業

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受讓美商花

旗集團所持有 45%股權) 

2(9), p.41-43 82 - 066 

(6-1-5) 

(11-1-3)*  

多角化 

營建業 

金融業 

(1).長期資金籌措融通，短期資

金週轉調度等財務利益。 

(1).增強集團資金籌措融通及調

度等財務利益，顯有強化競爭

力之機會，鞏固市場地位之效

用。 

(2).保險及金融主管機關認為本

案對金融市場無重大影響。 

I 

8 821019 
臺灣菲利浦電子公司取得臺灣中

獅電子公司 1/3 資本總額。 
2(10), p.44-45 82 - 078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原經營業務不同，結合僅改變

股東結構，其市場地位不變，

對產業競爭影響有限。 

III 

9 821207 

臺灣卜蜂公司取得時時樂食品公

司有表決權股份 99.9%。(受讓百

慕達商正大食品公司所持有

99.9%股權) 

2(12), p.40-41 82 - 088 

(6-1-2) 

(11-1-3)*

垂  直 

食品加工 

餐飲業 

(1).有助於市場競爭及消費價

格合理化。 

(2).擴大營業範圍，降低營業成

本，提高獲利能力，提高競

爭力。 

(1).結合不致改變現有市場結

構，或產生獨佔、限制競爭效

果。 

I 

10 821223 
日商錠川鋼鐵公司取得盛餘公司

65.01%股權。 
2(12), p.59-60 82 - 105 

(6-1-2) 

(11-1-1)* 

水  平 

鋼鐵業 
(1).技術移轉提高產品品質，強

化市場競爭力。 

(1).結合不直接影響國內既有廠

商數、相關市場佔有率及特定

鋼品市場集中度。 

(2).不致造成其他事業之進入障

礙。 

II 

11 830408 
百佳實業公司吸收合併臺灣屈臣

式大藥房公司 
3(4), p.34-35 83 - 038 

(6-1-1) 

(11-1-3)*

多角化 

百貨藥品 

(1).合併經營有助於節省營運

成本、改善財務結構、精簡

組織、便於管理。 

(1).僅為管理合併、改變經營主

體，其實際營運不變、市場地

位不變。 

III 

12 830408 

百慕達商 Swire Pacific Industrial 

Limited 公司取得台灣可口可樂

公司 80%股權。 

3(4), p.36-37 83 - 039 

(6-1-2) 

(11-1-3)*

多角化* 

飲料 

製造銷售 

(1).提供資金參與經營，改善財

務結構及經營體質，促進市

場競爭或維持原有競爭。 

(1).僅事業間股權移轉，應不致產

生或加強市場力量或促進市

場力量之行使。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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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二)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13 830412 

安麗日用品公司概括承受美商安

麗公司臺灣分公司之資產及營

業。 

3(4), p.40-41 83 - 042 

(6-1-3) 

(11-1-3)*

水  平 

日用品 

直銷服務 
 

(1).僅組織改變、對市場佔有率無

直接影響。市場競爭品牌種類

繁多，對產業競爭影響有限。 

III 

14 830412 

瑞士商雀巢公司由其關係企業台

灣雀巢公司取得福樂食品公司有

表決權股份 100%。(受讓香港商

菲仕蘭食品公司及其股東所持福

樂食品公司股權) 

3(4), p.44-45 83 - 044 

(6-1-2)* 

(11-1-3)*

垂  直 

食品業 

(1).改善經營艱困、連年虧損企

業體質。 

(2).透過既有製造及運銷基礎

發展產品，經由雀巢集團行

銷網產銷貿易。 

(1).經營業務基本不同，不致對特

定產品市場產生獨佔或限制

競爭之不利效果。 

IV 

15 830421 
台灣菲利浦電子公司吸收合併台

灣中獅電子公司。 
3(4), p.48-49 83 - 047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原經營業務不同，行銷通路有

所差異，結合係事業產品延

伸，對市場競爭影響有限。 

III 

16 830527 
有利凱瑪國際化工公司吸收合併

國聯公司及台灣旁氏公司。 
3(5), p.69-71 83 - 070 

(6-1-1)* 

(11-1-2)*

垂  直 

清潔劑 

個人消費

用品 

(1).運用盈餘彌補虧損，強化市

場競爭力。 

(1).相關產品為自由競爭市場，結

合將不直接影響國內既有廠

商數、相關市場佔有率及特定

市場集中度。 

(2).不致造成其他事業之進入障

礙。 

I 

17 830611 

美 商 MMC (Martin Marietta 

Corporation)受讓神基科技公司

50%股權。 

3(6), p.89-91 83 - 093 

(6-1-2) 

(11-1-3)*

多角化 

航太產品 

資訊業 

(1).提供有效技術支援，以提昇

競爭力。 

(1).事業年營業額及市場佔有率

相當低，影響國內相關產品市

場供需能力有限，不致因結合

即明顯產生控制市場力量。 

II 

18 830718 

美商麥當勞餐飲管理公司再購入

寬達食品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50%。 

3(7), p.58-59 83 - 118 

(6-1-2) 

(11-1-3)*

水  平 

餐飲業  

(1).係經營股東結構改變，其市場

佔有率並未改變，對於速食業

市場尚無不良影響。 

II 

 

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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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19 830728 
屈臣式百佳公司經營大批發百貨

公司原有超市營業。 
3(7), p.62-63 83 - 121 

(6-1-3) 

(11-1-3)*

水  平 

零售業 
(1).有促進經營效率，節省營運

成本效果。 

(1).零售業規模龐大，進入或退出

市場幾無任何限制或障礙。 
II 

20 830903 
美商奇異電器資本公司承購澳保

公司 80%股權。 
3(9), p.63-64 83 - 150 

(6-1-2) 

(11-1-3)*

多角化* 

融資服務 

(1).引進資金及技術，提昇作業

效率及競爭性，並增強中小

製造商及經銷商之競爭力。 

(1).股權結構外人投資，將不會直

接影響國內市場既有廠商數。 

(2).在國內汽車零售市場佔有率

低，難有影響相關市場之力

量。 

II 

21 831012 

中鼎工程公司取得益鼎工程公司

47.37%股權。(受讓美商依柏斯公

司所持有益鼎工程公司股權) 

3(10), p.59-60 83 - 173 

(6-1-2) 

(11-1-3)*

多角化* 

工程設 

計建造 

電力工程 

顧問服務 

 

(1).專業化廠商所屬市場並不相

當，相關工程市場佔有率不

高，其市場影響力極微，不致

改變市場結構，對相關市場價

格無不利影響。 

I 

22 840321 

台灣菲利浦電子公司取得台灣菲

利浦建元電子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上。 

4(3), p.76-77 84 - 060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經營業務不同，行銷通路有所

差異，結合係事業產品延伸，

對市場結構無直接影響效果。 

III 

23 840901 
百慕達商安麗亞洲太平洋公司承

受安麗日用品公司 99.94%股權。 
4(9), p.88-89 84 - 283 

(6-1-2) 

(11-1-3)*

水  平 

日用品 

直銷服務 
 

(1).集團管理上單純股份轉讓，結

合對市場佔有率並無改變，對

市場競爭尚無不良影響。 

III 

24 841127 
日本電池殊式會社承購統一工業

公司 80%股權。 
4(11), p.101 84 - 389 

(6-1-2) 

(11-1-3)*

水  平* 

電池製造  

(1).係公司內部股東股權移轉，對

所屬市場佔有率並無改變，對

市場競爭尚無不良影響。 

II 

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四)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25 850328 

瑞士蘇黎士保險公司取得華僑產

物保險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1/3 以

上，並直接見接控制業務經營與

人事任免。 

5(3), p.89-90 85 - 063 

(6-1-2) 

(11-1-3)*

水  平 

金融業 

(保險) 
 

(1).係公司內部股東股權移轉，並

未改變產物保險市場佔有

率，不致影響市場結構或妨礙

其他事業進出市場。 

II 

26 850529 美商美國國際人壽保險公司與美 5(5), p.156-157 85 - 130 (6-1-2) 金融業 (1).引進豐富實務經驗、專業知 (1).對人壽保險市場佔有率、市場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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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德拉瓦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受讓

南山人壽公司 40%股權。 

(11-1-3)*

水  平 

(保險) 識及資本市場資金運用，預

期將更強化專業經營，提供

更多樣化且具國際性服務。 

價格影響力及對其他事業進

出市場之難易程度，應不致有

明顯不利影響。 

27 850607 
日商豐田自動車殊式會社持有國

瑞汽車公司 38.3%股權。 
5(6), p.90-91 85 - 140 

(6-1-2) 

(11-1-3)*

水  平 

汽車業 

(1).以資金挹注及技術提供合

製汽車，有利於生產體系投

資趨於一元化，加強經營及

管理策略之落實與釐訂。 

(1).所屬相關產品市場之競爭者

眾，汽車生產者競爭家數並未

減少，應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

利益。 

II 

28 850823 
英屬維京群島商貝克理福公司承

受屈臣式百佳公司 99%股權。 
5(8), p.34-35 85 - 212 

(6-1-2) 

(11-1-3)*

多角化* 

百貨藥品  

(1).係經營事業股權移轉，其市場

佔有率並無改變，不致影響市

場結構或妨礙其他事業進出

市場。 

IV 

29 850930 

台灣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取

得環緯通訊網路公司 99.9%股

權。 

5(10), p.110-111 85 - 246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拓展新營業領域，分散經營

分險，增強市場競爭力。 

(1).現行經交通部許可經營加值

網路服務業者達 67 家，結合

對市場集中度應無直接影

響，亦不致增強進入市場的困

難度。 

II 

30 851107 
瑞華大藥廠公司受讓台灣汽巴嘉

基公司營業及資產。 
5(11), p.45-46 85 - 286 

(6-1-3) 

(11-1-3)

垂  直 

藥品保健 

(1).精簡人事、管理費用，並降

低經營成本，獲致規模經濟

利益。 

(1).西藥產業市場規模大、藥品種

類多及市場廠商家數多，結合

將不致影響市場結構或妨礙

其他事業進出市場。 

V-1 

 

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五)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31 860205 

台聯國際投資公司、聯聚國際投

資公司、台灣聚合化學品公司及

聯成石化公司直接及間接承購百

慕達商斐圭亞公司對亞洲聚合公

司、華夏海灣公司及台達化學公

司之持股。 

6(2), p.12-14 86 - 030 

(6-1-2) 

(6-1-5) 

(11-1-3)*

垂  直 

石化業  

(1).在國內進品並無障礙及國產

品售價受牽制下，尚不致對石

化產業競爭結構有不利影響。 

(2).申請人具結，絕不直接或間接

透過關係企業濫用反傾銷控

訴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阻斷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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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32 860304 

台灣通用電子器材公司將其通訊

器材廠轉讓予籌設中之通用先進

系統公司。 

6(3), p.48-50 86 - 059 

(6-1-3)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憑藉原有經驗、技術、設備

及衛星工廠，於專業分工理

念下，分散經營分風險，增

強市場競爭力。 

(1).因應母公司營業部門重組，將

現有營業拆分為二，其在專業

知識、產品屬性及行銷通路的

佈建均不同。 

(2).所有產品百分之百外銷，結合

後對於事業控制市場能力的

增進應屬有限。 

III 

33 860306 

台灣國際商業機械公司取得廣通

科技公司 60%股權。(環緯通訊網

路公司所持有廣通科技公司股

權) 

6(3), p.50-52 86 - 060 

(6-1-2)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以更經濟方式取得專業知

識、技術支援與及行銷通

路，拓展新的營業領域，分

散經營風險，增強市場競爭

力。 

(1).IBM 與廣通科技在各項營業

活動上並無重疊情事，且現行

經營加值網路服務業者達 79

家，廣通科技市場佔有率低，

結合對特定市場之集中度應

無直接影響，對市場競爭亦無

不良影響。 

II 

34 860630 

澳商金士奇資源公司擬以兩階段

方式持有安鋒鋼鐵公司 100%股

權。 

6(6), p.59-60 86 - 202 

(6-1-2) 

(11-1-2)*

垂  直 

鋼鐵業 

(1).掌握生產所需料源不虞匱

乏及品質穩定，向上整合增

加市場競爭力，惟須尋求良

性競爭之合理產銷策略。 

(1).鋼鐵業係資本、技術密集產

業，建廠費用高、籌備期間

長，產業存有相當參進障礙。

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下，結合

對市場競爭限制之危險性亦

相當低。 

II 

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六)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35 861009 

美商休斯公司於境外吸收合併美

商雷神公司，將改變境內所屬分

支機構與集團母公司間之隸屬關

係。 

6(10), p.98-101 86 - 360 

(6-1-5) 

(11-1-3)* 

水  平 

國防工業  

(1).雖參與結合事業輸入台灣商

品比國防銷售為大宗，存續事

業集團對台灣輸入產品之能

力增強，但國內並無產製能

力，則結合應不致對相關特定

生產部門造成一定之影響。 

(2).對軍品採購亦不致產生不當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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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或負擔。 

36 861125 

美商杜邦化學能源公司承購卜內

門遠東公司 69.9%股權。(英商卜

內門公司及荷商歐美康公司所持

有卜內門遠東公司股權) 

6(11), p.65 86 - 473 

(6-1-2) 

(11-1-3)*

多角化* 

化工原料 

(1).資金即時挹注，有助於財務

及業務，卜內門遠東公司得

以持續營運。 

 II 

37 870216 

裕隆汽車公司及中華汽車公司分

別取得中華台亞公司 20.1%及

29%股權。(受讓中華台亞公司台

方股東所持有 39.01 %股權) 

7(2), p.134-137 87 - 065 

(6-1-2) 

(11-1-3) 

垂  直 

汽車業 

(1).整合集團內部人物力資

源，藉外資原廠之國際分工

體系，助中華台亞公司拓展

國際市場，達成規模經濟效

果。 

(2).對申請結合之事業及國內

小型商用車製造商，應可產

生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之

正面經濟利益。 

(1).中華汽車與裕隆汽車與中華

台亞公司原中方股東關係密

切，結合僅為台方股東企業集

團內部股權移轉。 

(2).中華台亞公司生產小型商用

車之關鍵零組件，其產能及設

備利用率，尚未達規模經濟。

且汽車零組件係屬開放之買

方市場，結合應無產生明顯限

制競爭效果之虞。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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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七)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38 870313 

美商英代爾公司於境外吸收合併

美商晶技開發公司，致改變美商

晶技開發公司在台分公司之控制

關係。 

7(3), p.57-59 87 - 118 

(6-1-5) 

(11-1-3)

多角化* 

資訊業 

(1).結合事業在技術開發及產

品銷售上，屬合作關係。藉

由購併取得產製技術，以提

升產品之功能及性能。 

(2).結合有助於提升商品之服

務品質及客戶支援。 

(1).結合事業所經營業務並非相

同，非屬市場上之直接競爭關

係。 

(2).結合事業主體美商晶技開發

公司在台分公司僅為客戶支

援公司，與生產銷售限制行為

並無因果關係，結合尚不致增

強進入特定市場之困難度。 

V-1 

39 870326 

中國電器公司持有台灣歐司朗公

司股份，並將佔營業比重 30.78%

之光源產品生產、銷售業務分別

移轉予中電歐司朗公司、台灣歐

司朗公司股份。 

7(3), p.60-65 87 - 156 

(6-1-2) 

(6-1-3) 

(11-1-3) 

水  平 

電器製造 

(光源產品) 

(1).移轉關鍵專利技術及營業

密秘，以增加產品附加價

值、提昇產品品級，增加市

場競爭力。 

(2).結合國產事業之銷售能力。 

(1).結合有減少市場競爭廠商數

之虞及市場佔有率增加，但影

響有限。 

(2).結合尚不致增強進入特定市

場之困難度。 

II 

40 870718 

美商花旗公司吸收合併美商旅行

者集團公司，致改變部份境外公

司在台分公司之隸屬關係。 

7(7), p.97-98 87 - 459 

(6-1-5) 

(11-1-3) 

水  平 

金融業 

(銀行、 

證券、 

顧問服務) 

(1).提供全方位之消費及企業

金融服務與豐富之金融產

品，國內消費者及企業將因

而受益。 

(1).參與結合事業於國內之從屬

公司，僅於證券期貨市場及顧

問服務市場重疊；結合後其市

場佔有率仍低，不致產生限制

競爭情形。 

V-1 

41 870828 

瑞士商蘇黎世金融服務公司將直

接或間接控制華僑產物保險公

司、統一產物保險公司及統一人

壽保險公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

免。 

7(8), p.104-106 87 - 563 

(6-1-5) 

(11-1-3)

水  平 

金融業 

(保險) 

(1).預期將取得蘇黎世集團內

部便利與快捷的資訊、提昇

信用程度，可提供消費者高

品質服務及更豐富多元的

保險產品。 

(1).參與結合之國內事業，僅在產

物保險市場有重疊之處，惟其

市場佔有率均低，結合對國內

產物保險市場應無重大影響。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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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八)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42 871008 

美商眾銀公司將直接或間接持有

美商美銀公司在台子公司股權，

並控制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7(10), p.89-90 87 - 687 

(6-1-5) 

(11-1-3)

水  平 

金融業 

(1).國際性金融企業結合，擴大

境內之經營規模及營業利

基，並提供更完整之企業金

融與消費金融服務。 

(1).參與結合事業於國內銀行業

務市場，其市場佔有率低，結

合後市場佔有率雖顯著提

高，但無限制競爭之疑慮。 

V-1 

43 871228 

加拿大商施格蘭公司於境外收購

荷商寶麗金公司 75%股權，將直

接或間接控制福茂唱片、寶麗金

唱片、寶麗金音樂出版管理公

司、上華國際公司及飛特傳播公

司之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 

7(12), p.56-57 87 - 839 

(6-1-3) 

(11-1-3)

水  平 

娛樂業 

(音樂) 

(1).國內音樂唱片市場屬開

放、自由且競爭激烈之市

場，預期結合將有助於提昇

國內音樂唱片產品之品質。 

(1).參與結合事業於唱片出版市

場，其市場佔有率僅增加百分

之二，其市場集中度並無大幅

提高情形，不致產生限制競爭

之情形。 

V-1 

44 880821 

荷商荷蘭銀行受讓美商美國銀行

在台分行之消費金融業務及二家

分行資產。同時受讓美國銀行關

係企業美商賓旭信用卡公司台北

分公司之信用卡收單業務。 

8(9), p.115-117 88 - 672 

(6-1-3) 

(11-1-3)

水  平 

金融業 

(1).荷蘭銀行擴大消費金融業

務與信用卡市場之經營規

模與營業利基，並繼續提供

客戶高品質服務與確保權

益。 

(2).美國銀行致力發展企業金

融業務提昇競爭力。 

(1).參與結合事業於相關市場其

市場佔有率低，結合後荷蘭銀

行之市場佔有率增加有限，對

市場結構無明顯影響，應不致

產生限制競爭之疑慮。 

V-1 

45 881005 

美商寶鹼公司承購榮成紙業公司

清水廠，美商寶僑公司承購玉瑪

國際公司紙類產品有關「柔情」

與「得意」之商標。 

8(11), p.115-117 88 - 803 

(6-1-3) 

(11-1-3)*

多角化 

清潔用品 

紙類製造 

(1).寶僑公司行銷體系完善，與

主要零售業者連繫密切。結

合將有助於降低成本、強化

事業體質，提高競爭力。 

(1).參與結合事業分屬不同市

場，其係開放型市場、品牌眾

多競爭激烈，結合後應不致增

加其他事業進入市場難度。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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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台灣地區跨國結合案件 (8102 - 8904) (續九) 

No 日  期 案      件      名       稱 公      報 公結字號  型 態 產  業 整體經濟利益 限制市場競爭 備註 

46 881104 

丹麥商史文博格公司及丹麥商一

九一二公司受讓美商海陸運輸公

司之國際航運業務、相關服務及

資產，並購買美商海陸運輸公司

之部份股權。 

8(12), p.97-101 88 - 900 

(6-1-3) 

(11-1-3)

水 平* 

海運服務 

(1).提昇經營效率、強化財務結

構及規模經濟效果。 

(2).兼具節省成本、運送時間與

涵蓋面廣大等效能。 

(3).有助於亞太營運中心之推

動，並提高轉運業務。 

(1).雙方於 1991 年進行航線合

作、1995 年進行全球性聯營，

結合對市場競爭並無改變，國

際航商競爭仍相當激烈。 

(2).產業資本密集、競爭激烈及全

球化，不致取得支配市場地

位、不致明顯影響運價，對交

易相對人不致產生限制競爭

之不利益。 

V-2 

47 890202 

高銀化工公司以其所有生產過

DCP工廠設備讓與新加坡商高銀

安科智諾貝爾化學公司。 

9(3), p.85-86 89 - 111 

(6-1-3) 

(11-1-3)*

水 平* 

化 工 

(1).引進國外投資，可提昇產品

品質及產量，有助於我國

DCP 產品於國際市場之競

爭力。 

(1).結合僅係 DCP 產品營業及資

產讓與，尚不致影響國內整體

DCP 產品市場競爭結構。 

II 

48 890210 
德商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持有台

灣克萊斯勒公司 99.9%股權。 
9(3), p.86-89 89 - 123 

(6-1-2) 

(11-1-3)

水  平 

汽車業  

(1).國內汽車市場競爭品牌頗

多，經銷與維修潛在加入者

眾，結合無損汽車市場品牌競

爭程度，亦無市場封閉性。 

V-1 

49 890317 

日商 Fuji Xerox 公司受讓太克科

技公司之彩色印表機資產及營

業。 

9(4), p.138-139 89 - 224 

(6-1-3) 

(11-1-3) 

水  平 

資訊業 
(1).促進國內彩色印表機之市

場競爭。 

(1).彩色印表機多為進口品，結合

對相關市場競爭結構尚負面

影響。 

II 

說明：(1). "*"為公平會公報中未明確說明，而由本研究補充標註。 

      (2).備註係用以說明跨國結合案件中，依交易主體及交易形式的分類如下： 

         (I).國內企業購併外國企業(或受讓其在台股權)(8 件)。(II).外國企業購併國內企業(或與國內企業結合) (18 件)。(III).外國企業集團內部股權移轉，改變

在台分支機構的股權結構(10 件)。(IV).外國企業間受讓其在台分支機構或股權(3 件)。(V).外國企業於境外結合：(V-1).外國企業集團境外結合，改變在

台分支機構與母公司之隸屬關係(8 件)；(V-2).外國企業於境外結合，其於我國境內商業活動達申請門檻(1 件)。(VI).國際合資企業，台方股東企業集團

內部股權移轉(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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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conomic Impact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ssu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been increasing considerably around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se activities as well as related 

competition policy issu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welfare in an open economy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at in a closed economy. In particular,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whether domestic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or foreig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re affected by these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he exports and/or 

imports of the industry, domestic market structure as well as foreign market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merged firm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se activities on domestic welfare.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briefly survey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the 

antitrust laws of the US, the EU, Germany and Taiwan in respect of the control 

of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lthough the proper antirust policy 

thereof is for a long time by no means beyond controversy, a clear trend of 

world-wide adoption of the so-called “jurisdictional rule of reason” which 

constitutes a modified “effects doctrine” can still be noticed.  

     The Fair Trade Law is silent on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has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over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owever, the FTC promulgated two 

Guidelines which regulate the legal issues about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transnational antitrust cases includ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future, 

the FTC should give more efforts to explain and concretize the vague language 

in the Guidelines which provides the legal criteria about when the enforcement 

jurisdiction can be initiated, the information can be required,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will be given and about under which conditions the penalties will be 

imposed. 

 

 


